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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渠道管理工作效率的高低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水利渠道的安全稳定运作。所以,我们应做好水利渠道的管理工作,确保水利渠道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良好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水利渠道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阐述了水利渠道管理中的相
关注意事项,研究了水利渠道管理的相关措施,以期能够对水利渠道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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