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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智能建筑在国内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一系列的非正常现象。归根
究底,是由于智能建筑在某些建设环节出现了问题。为此,加强智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将介绍智能建筑的发展概况及质量安全监督概况,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智能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措施,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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