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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市政工程的施工规模越来越大,施工难度也变得更为复杂。市
政工程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工程,涉及到城市的供水系统、交通系统、垃圾处理、园林维护等各个方面,
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并且受施工环境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监管难度,导致在市政工程施工
中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本人将对市政工程施工的安全现状及监管对策进行有效探究,希望可以为市政
工程施工的安全监管提供有价值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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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的模式主
要有两大类：日常监管和专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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