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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绿色建筑的建设理念。主要内容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通过
合理的管理方法对工程的整体建设内容进行监督和控制。因此,绿色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是提高资源利用
率、降低消耗、促进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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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 is a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e main content is tha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the project needs to be supervised and controlled
through reasonable manag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green construc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reduce consump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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