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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工程设计是道路桥梁工程建设的初始工作,是指导工程建设的重要依据。合理规划设
计内容,思考和解决道路桥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道路桥梁质量,维护道桥安全性具有促进作
用。鉴于此,下文就对道路桥梁工程设计展开分析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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