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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水利工程的特殊性,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需要对工程建设质
量验收工作有较高的要求。我们应重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的开展,保障水利建设的安全性。本
文中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进行探析,希望促进我国水利工程验收工作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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