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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水资源现状不容乐观,合理利用水资源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国水资
源分配不均,为优化水资源调度,修建了多项水利工程。本文就将重点分析如何做好水利工程的环境绿化
与管理,以此促进城市水利系统的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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