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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设中,高层建筑施工尤为关键,地下防水工程在建筑施工中是容易忽视的一环。某些建筑
单位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使用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材料,施工质量无法全方位满足防水要求,这也是
建筑地下工程多次出现渗漏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就将重点论述房建工程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的重难
点问题,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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