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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我国在建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基础的巨大跨越,
同时也保障了相应的建筑规模的扩大。以城市建筑为对象,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充实了建筑业市
场,同时也创造了巨额的经济效益,但日渐激烈的建筑市场竞争,使得该行业中房建项目的质量、进度、
成本、安全控制与管理工作成为了重要的环节。本文以房建项目质量、进度、成本、安全控制与管理
工作为对象,探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等不同元素控制的重要性,概述其存在的问
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从而为下阶段环境工程的建设质量保障和建设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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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China's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are remarkable, which not only
realizes the great leap of China's economic foundation, but also ensures the expans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cale. Taking urban construction as the obje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arly 30 years, it has
not only enriched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but also created huge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has made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quality, progress, cost,
safety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industry an important link. Taking the quality, progress, cost,
safe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rol of different elements such as progress, cost, quality and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summariz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guarante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conomy in
the nex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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