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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类建设项目的规模和数量也在不断的扩大,而在建
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施工的安全问题,通过相关调查发现,在我国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有很
多项目都存在相应的安全问题,包括缺乏相应安全条例,管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施工人员缺乏安全意
识等等都严重危害了施工工人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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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scale and quantity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lso expanding,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s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problem. Through relevant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many projects have corresponding safety problems,
including lack of corresponding safety regulations, weak safety awareness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lack of
safety awareness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which seriously endanger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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