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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信息技术在各领域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各领域创新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建筑行业
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信息技术也成为必然趋势。在信息技术作用下,建筑施工技术管理
得到进一步优化,不仅实现了施工全过程的科学管控,优化了建筑工程质量,还能确保各项管理工作的有
效落实,创造更高经济效益,推动行业稳步前行。本文就对信息技术在建筑施工技术管理中的应用作详细
说明,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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