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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各种建筑施工企业层出不穷,建筑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不败之地,就必须重视财务管理,从而实现内部资金应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确保建
筑施工质量的基础上,尽量节约建筑施工成本,为建筑施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本
文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策略进行了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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