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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整体规划建设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的
提升对于农村各项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属于惠民工程,关系着广大农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实践中应当加强思想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促进后期运维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既要全民
重视,又要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这样才能惠及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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