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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利工程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水利水电工程呈现向规模较大、施工周期较长、施
工环境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对施工技术与工艺水平有更高的要求,最大程度的避免在
施工过程中出现管理不当等问题的发生。就国内当前发展的状况来看,水利水电工程在施工阶段的质量
管理工作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也由此引发了一些工程施工质量问题,亟待提高科学
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水平予以改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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