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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土建工程的施工建设中,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施工的安全性,特别是在不同的季节中土建工
程的建设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针对季节做好相应的安全保护工作,以充分提升土建工程建设安全
管理工作高效性与适用性。季节性土建工程在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时,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安全性,遵循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准则,在统合监管的支持下强化相关工人的安全观,同时利用合理适用且高效的方案,
对潜存的安全风险进行预防和治理。笔者通过本文对土建工程季节性施工的安全管理方式进行了分析
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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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he biggest task i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o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corresponding safety protection work according to the season to ful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pplicabil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When carrying out safety management work
in seasonal civil engineering, the primary task is to ensure safet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ocusing on prevention
and combin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engthen the safety concept of relevant workers under the support of
integrated supervision, and use reasonable, applicable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to prevent and manage potential
security risks. Through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 of seasonal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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