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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会发展迅速,节能环保理念日渐深入人心,该理念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建筑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绿色施工是建筑行业长期、稳定前行的重要基础,本文就主要分析了绿色施工
理念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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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和夏季空调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能源
消耗。使用节能空调,夏季室温不得超过
20度,冬季室温不低于2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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