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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我国的建筑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建筑工程越来越多,当然也就出
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建筑施工现场的扬尘问题。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扬尘问题是无可避免,一直存在
的,扬尘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我国的环境问题,同时也给周边的居民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所以,对
于建筑施工现场的扬尘问题是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起来的。而本文就根据建筑施工现场的扬尘防控
措施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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