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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工业与民用建筑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与民用建筑企业要想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注重建筑结构设计的安全性。针对此,本文围绕工业与民用
建筑结构设计的安全性展开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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