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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湖清淤是我国水利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泥沙淤积的处理,确保
河道的畅通无阻,提高河湖水域的水质,应当对淤泥进行有效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处理。选择合适的淤泥处
理技术手段,充分地进行河湖清淤工作,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建设、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
此,文章就河道治理中的清淤及淤泥处理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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