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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建筑行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明显增加,住
房用地问题出现不足,高层房屋建筑形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此种建筑形式不仅能缓解城市发展
问题,还能在施工难度的把控过程中更精准的处理施工安全问题。为此,本文对高层房屋建筑工程的施
工安全风险管理进行了解析,希望对建筑施工的安全性提升,能提供一定的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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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筑工程发展过程中,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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