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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作为民生建设的基础,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前期建
筑工程施工因过于粗放,存在施工现场管理不当、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建筑施工
项目管理人员在组织实施施工时,应采用绿色建筑施工理念及措施,提高施工管理水平,节约施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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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truction
W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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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Early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too extensive, with problems including im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waste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sonnel should
adopt the green construction concept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and save the
construc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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