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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住宅工程也提出了
更为个性化的需求。为此,要在工程施工中采取更为先进的施工技术,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从而促进建筑
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本文就将分析建筑工程技术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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