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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对于水利建筑工程来说,在近几年来也受到了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较大影响,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水利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由于施工技术以及相关设
备的不断改变,这就使得水利工程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现场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它不仅要面临着较
为复杂的外界环境影响,还要关注建筑施工工艺以及相关技术和所采用的相关机械设备,所以说,强化对
水利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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