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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也在飞速的进步。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着提高。
土木工程作为我国的基础建设有着质的飞跃。为了提高我国土木工程的施工技术,本文分析了我国土木
工程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希望有益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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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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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ur society is also making rapid progress. The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have also increased. As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my country, civil
engineering has also made a big lea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hoping to be beneficial to produc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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