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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防安全管理是保证高层建筑安全使用的关键,是避免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手
段。近年来,随着高层建筑数量的增多,社会对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视力度也在加大,相关部门及人员应明
确消防安全管理的要点,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以改善安全管理水平,深化高层建筑的使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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