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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性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施工
人员、施工材料、施工安全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针对此,本文探究了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加强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措施,旨在推定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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