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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时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快速进步,市场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导致过
度使用能源和资源,提高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在当今世界,能源资源保护和环境进行保护仍然是我们一个
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土木建筑工程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因此,在土木建设工程中提倡能源安全保护
和环境信息保护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促进节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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