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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各地区为发展当地经济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长的公路总里程和高等级公路
覆盖面积确实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公路工程建设是当前基础
设施项目中投资规模大和建设时间较长的部分。为保障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有效发挥
作用,保持长时间稳定运行,需要在施工建设过程中以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来督促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
对每一个工作细节进行落实,确保有效提升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本文就公路工程建设的施
工质量管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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