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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水利工程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利工程每天的影响取决于建设的质量,失败的水利工程项目的结果有可能成为毁
灭性的。因此,本文详细说明了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并分析了管理的特性,以使当前国内水利工程建
设能够在高质量要求下使用,减少建设错误。经营现状,提出了优化品质管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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