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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建筑行业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环境较为复杂,所涉及的工作人员众多,同时需要多个企业共同参与完成,这就给
建筑工程施工带来了较多的风险。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事故,严重情况下,不仅造成经
济损失,还会引起人员伤亡,在社会中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加强建筑施工中的安全风险管理,减少安全
事故的发生,降低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的损失,避免人员的伤亡,是建筑施工企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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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ve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ut also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relatively complex, involving a large number of staff, and
multiple enterprises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letion, which brings more risk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 are often some accidents, in serious cases, not only cause
economic losses, but also cause casualties, caus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in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risk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the economic los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avoid casu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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