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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管理模式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然而现阶段,
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突出性问题,制约了行业的良好发展。针对此,相关人员
要全面且客观的分析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创新建筑工程管理模式,提高建筑工程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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