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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城市建筑的规模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建筑工程的任务量更加繁重,因
此对建筑工程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解决建筑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其对策的合理性将具有重要
的意义。所以,应加强对建筑工程的管理,促进建筑工程管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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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Me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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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cale of urban building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ask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more onerous, so there ar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ity of its countermeasures.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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