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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行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房屋建筑行业的施工管理变得更加重要。同时,
相应的工程建设质量更有保障,一定程度的精细化管理也有助于节约工程建设成本,增加工程的经济效
益。基于此,在房建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精细化管理是极为重要的,本文就精细化管理的方式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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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rrespond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more guaranteed,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fine management is also helpful to sav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cost and increa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i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fine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of f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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