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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不仅是我国民生方面的重要工程,更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为了加强
对水利工程的管理,政府采取措施加大了对水利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力度。但是,在具体的工程项目中,由
于一些客观因素影响,仍然存在者管理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要进行改革,完善水利工程项目的
基础设施,分析其中的具体问题,进而不断加强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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