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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为此必须做好水利工程的管理及维修养护工作,而涵闸
工程施工管理及维护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为此,水利工程管理人员要清楚涵闸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抓住
涵闸工程施工管理要点,清楚涵闸维修养护的要点,并从人文教育、制度完善、日常维护等方面,提高涵
闸工程施工管理和维修养护的力度,促使涵闸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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