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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数量逐步增加,施工规模逐步扩大。为了给人们
提供宜居的城市环境,并契合节能环保的发展理念,节约型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成为我国新时期的城市发
展策略。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是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构件节约型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模式的重要措施。以及给相关工作人员带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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