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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下,多数施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因素更
加复杂,对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在对危险源概念、分类等简要概述基础上,
分析了危险源识别中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的常用措施,以此为相关工程管理提
供参考,为水利工程建设水平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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