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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公路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对公路工程建设也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施工现场管理作为公路工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公路工程整
体建设质量,因此在公路工程建设中,应当结合工程实际加以全面分析,准确把握施工现场各环节,加强施
工现场管理,从而全面提高公路工程建设质量。本文基于公路工程施工管理内容出发,探讨施工现场管理
方法,并提出公路工程建设中施工现场管理的相关建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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