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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问题重于泰山,并且是水力工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企业应该深刻认识安全建设的重
要性。除了通过宣传和培训来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外,他们还应建立和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并认真执
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施工工作有序进行。在安全的条件下采取行动,保护企业利益,为社会经济的稳定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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