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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在不断提高,对市政给排水施工的质量要求也随
之增加。市政给排水工程作为城市建设的关键内容之一,能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结合当
前市政给排水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本文针对市政给排水施工质量管理中常
见问题与技术要点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为市政给排水施工质量提高管
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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