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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造安全文明的电力施工环境有利于电力行业的稳定发展,尽管很多电力企业认识到电力设
施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依然存在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施工操作规范性较差的问题。对
此,就需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处理措施,以规避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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