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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道路的建设,道路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随着城
市建设的发展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绿色生态理念在城市道路规划过程中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城市
道路规划中做好绿色生态理念的道路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会对城市道路建设的绿色生态理念进行
叙述,为了使我国的城市道路发展越来越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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