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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一向是农业大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意味着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而这些都需要良好的农业
基础。目前,社会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建设力度不断加强,作为农村
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备受多方的关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惠民性有目共睹,但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仍有“重建设,轻维护”的问题存在。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水利工程管理维护中存在
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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