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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市政工程的安全施工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管理者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探讨安全施
工的措施,只有这样才可以降低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并使整个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目标得以
实现。下面就市政工程安全施工管理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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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saf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nagers need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measures of safe construc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realize the safe production goal of
the whole municipal engineering. The following is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af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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