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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作为新时代水利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领
导人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按照“补短板、
强监管、走前列”的要求,全面提升水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
事,水利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高质量发展是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科学途径,是水利现代
化的根本方法。本文重点探究了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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