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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管理模式影响着建筑行
业的水平及其效率。本文结合EPC总承包这一系统性的管理模式,阐述其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对
工程建设总承包的概念、特征说明的基础上,结合装配式建筑工程的案例,对其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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