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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有水资源的分布情况要求我们应重视并做好水库水资源方面的调节工作,以此强化水
库的运行,进而实现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目标,实现水库运行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本文围绕中小型水库运行
管理要点展开讨论,旨在为同行业从业者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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