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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年,科技发展,国内各行各业也深受其益。水利工程施工较难,对技术要求高,因此受到各
界广泛关注。而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很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给管理质量造成困扰。因此,本文就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展开探究,首先对农田水利工程加以阐述,然后具体分析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
结合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质量得以提升,奠定经济发展的良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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