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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便是我国建筑行业。在受到我国社会经
济体系的不断推动下,建筑行业的竞争力度愈加激烈,在这种强烈的竞争背景下,建筑企业要想获得长期
有效的发展,便需要采取一定的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现场管理措施来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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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evelopment is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Under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my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Under this intense
competition background,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take certai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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