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过程中项目管理的应用
张锐
宁夏和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4.3745
[摘 要] 项目管理在土木工程中的主要作用有合理规划工程的各项投资,监督工程各环节进度,确保工
程按照原有的计划以及质量目标展开工作,平衡项目的各类资源等。作为土木工程的核心和重点工作,
项目管理甚至对建筑行业的发展都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若想充分挖掘项目管理的作用和价值,工程内
的所有人员都要提高对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视,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的所有工作内容,降低项目管理人员的
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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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ole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civil engineering is to rationally plan the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supervise the progress of each link of the project,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work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and quality objectives, and balance all kinds of resources of the project. As the core and key work of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has a cruci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f we
want to fully tap the role and value of project management, all personnel in the projec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all the work contents of the staff, and reduce the
work difficulty of the project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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