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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房屋建筑工程而言,施工质量至关重要,其不仅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还关系到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口碑。但是在当前我国房屋建筑工程之中,部分施工单位为
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忽视了施工质量,这直接导致建筑工程项目中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鉴于此,本文对房屋建筑结构加固施工技术进行研究,期望能借此有效提升房屋建筑工程项目
的总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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