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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堤防工程的主要作用是阻挡洪水和分流蓄水。堤防工程直接关系到水利水电工程结构的整体
性和稳定性,为不断提高水利水电堤防工程施工质量,需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施工监理质量控制,以建设出
高品质的水利水电工程,充分发挥工程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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