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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我国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保障意义。目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经进入新型发展阶段,对于工程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乌
鲁木齐县板房沟镇配水管网工程为例,明确水源勘察及相关设计方面的要求,并提出对应的质量控制要
求,以此为工程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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