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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旱灾害是影响勉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通过实施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提
高抗旱应急能力。本文介绍了勉县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总体情况、主要做法,论述了已建成项目在精
准扶贫、抗旱应急供水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效益和运行管护工作,为今后实施同类型项目提供了指导,提出
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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