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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建筑行业也在飞速发展,建筑工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在
实际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工程质量问题。建筑工程质量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
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建筑单位也需要提
高施工现场管理水平和建筑工程质量,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管理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文主要针对建
筑工程现场施工管理以及质量控制现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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