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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筑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于管理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进度管理,是建筑工程
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工程质量与人员安全,节约施工成本,带来经济利润等,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作为建筑企业,就需要从多个角度与方面,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规范、高效展开进度管理,从而
保障工程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与价值。本文主要从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进度
管理重要性、影响因素、有效措施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探究与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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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work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Progress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t plays a huge role in ensuring project quality and personnel safety, saving construction
costs, and bringing economic profits. As a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spects, and carry out schedule management in a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manner,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and create more
wealth and value for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mainly conducts a specific explora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schedule manag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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