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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我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对解决民生基础居住问
题的建筑行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建筑行业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施工工程作为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就需要对其进行多方面的协调管理来保证施工过程的有效推
进。而建立一套完善的企业绩效评价制度可以有效地进行建筑施工企业管理。本文便通过对建筑施工
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及应用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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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s also improving.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solving the basic livelihood housing problem has also been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As an important link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necessary to be
coordinately managed in many aspect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fec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manage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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