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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技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建设工程领域取得良好成绩。现阶段,我国建设工程的项目越
来越多,此外,在建设施工中管理以及控制还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在建设施工过程当中,施工双方能够通
过施工的合同,以此明确责任以及义务,保证各自利益不能够受损。所以,在本文中会对在建设施工中,以
BIM作为施工合同管理进行分析,并且给出来对应管理控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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