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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道治理是我国实现水资源、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治理河道过程中,制约因素有
很多,尤其是地形因素的影响,项目要根据勘查结果确定合理的施工技术、施工方案、施工组织、竣工养
护方案。同时要兼顾河道人文、河道绿化的保护要求,将维护生态环境作为基本任务,全方位提升河道治
理有效性,确保水利工程能够在河道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处理好生态水利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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