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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各界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其中渠道维
护与管理是水利工程的重中之重,其效率与质量不仅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水利工程运行的有效性与安
全性,与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有直接的联系。要保证并提高水利工程的质量和使用的长久性,就必须要
做好水利工程渠道维护和管理工作；本文主要对水利工程渠道维护与管理进行分析和探讨,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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