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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道路桥梁技术也逐渐走向了世界的前列。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道路桥梁的加速铺设不仅使交通运输变得更加便利,同时也为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策略
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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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road and bridge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moved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rastructure, the accelerated laying of roads and
Bridges not only makes transportation more convenient, but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strateg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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