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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不断的增多,其工程项目建设量增加的同时,
需要重视工程质量问题。在建筑土木工程项目建设上,施工技术的突破创新不仅能够为建设企业带来更
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够有效地保障工程项目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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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number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increasing,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project qu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bring more economic benefits to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ut als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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