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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建筑行业的发展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社会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本文对土木建筑在施工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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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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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nd attention, and its role in society is also very important. importa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reference by the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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