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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库车县铜场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情况进行剖析,查找移民安置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移民返迁的原因,找出避免移民返迁的措施,为今后其他同类水库移民安置工
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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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及规划设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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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万 元 , 目 前 移 民 已 建 设 面 积 66 平
米～88平米不等砖混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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