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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建设工程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现有的项目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
难以满足当前的建设工程标准。建设项目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的改善成为建设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科技的
发展不仅扩大了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模,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建设单位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工程建设管理的加
强在企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建设产业的
建设质量和使用寿命直接相关。因此,在实际项目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项目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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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ushered in a new peak of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can
hardly mee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s. The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ut also greatly
chang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units. The strengthening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enterprise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ervice
life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herefore, in actual projects,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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