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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给排水工程作为城市正常运行的关键工程,其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要充分重视给排水
系统建设工作。因此为了保障市政给排水工程施工的顺利开展,本文对市政给排水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深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旨在发挥给排水工程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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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tire city construction, the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 is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so ful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ir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work,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giv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iming at exerting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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