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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水利工程。水利工程与人民生活是密不可
分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混凝土施工技术是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主要结构要素,其质量直
接影响着水利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水利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还需要足
够的资金。因此,建设单位在进行混凝土施工时,必须严格监督所有混凝土施工工作,从而保证水利工程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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