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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农业作为水资源消耗较大的基础性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目前还
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工程建设质量,因此有必要加强节水灌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基于此,本文分析了
现阶段节水灌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以期提高农业节水灌溉建
设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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