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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重要行业,不过工程管理方面仍
存在一些滞后性,影响了建筑工程建设的效果。如果不能对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控制,势必会阻碍
建筑行业前进步伐。本文就对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现状及创新发展加以探讨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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