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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建筑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建筑工程越来越多。
目前,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工程效益,还影响了施工进度与施工质量。因
此,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从而为城市化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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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faced by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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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project
benefit, but also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qual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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