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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工程项目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在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上进行一定的创新,因为建筑工程项目涉及到的各项施工环节都比较复杂,需要相关负责人对于整
体的项目管理工作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不同的部门进行相互协作,同时需要相关的负责人对其项目进行
规范性管理,才能使建筑工程项目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本文分析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和现状,
研究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策略,以期提高建筑公司对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视程度,促进建筑行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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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re is no real innov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links involve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more complex, and the relevant person in charge is required for the overall project
management work to be reasonably distributed, so that different departments ca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person in charge is required to carry out normative management of their projects,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b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status quo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tudies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s emphasis o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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