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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对施工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在实际施工中极易出现各项事故,提高施工管理的整体水
平,实行传统的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极易引发施工事故,无法提升施工项目的综合效益。为了有效地改善
这一现状,水利部门需要实行精细化管理模式,针对施工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不断提升水利部门的整体
水平,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有效进行提供支持,文章主要针对精细化管理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进
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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