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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以来,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快速推进,
建造水平和建筑品质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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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ince the issu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buildings represented by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s been
promoted rapidly, and the construction level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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