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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积极意义。由于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威胁影响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管理也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工作中,往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问题,影响着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体质量。水电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应用进行了分析,并更加现状提出改
进性的应用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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