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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速度不断极快,为推进城市间贸易往来的更好发展,对港口建设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此,本文从港口生产安全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出发,在对港口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也就优化解决对策予以了详细说明,希望能够为保障我国港口建设的更好发展
提供一些思路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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