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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水利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水利工程是关系到民
生的重要建设项目,水利工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国家逐步加大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水利工
程规模不断扩大。由于项目建设的特殊性,逐渐暴露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为了解决水利工程
建设中存在的隐患,促进水利工程行业的发展,有必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进行相应的管理工作,本文将进
行相关探讨。水利工程建设存在隐患,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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