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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利水电行业的发展,人们对项目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招标采购与合同管
理都是项目管理的重点内容,占据着重要位置。做好项目管理工作,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工程的效率,还能
有效控制工程的建设成本,实现工程项目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此,全面探究项目管理中的招标采购及合同
管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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