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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我国不断提高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关注程度,在农田水利工程方面的投
入也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关于农田水利,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当中极其重要的莫过于田间渠系,尤其
是要重点控制渠道工程中的每一环节,控制好渠道施工及维修,从而为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整体质量的
提高奠定基础。对此,文章将对水利灌溉渠道施工与维修要点加以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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