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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中简要阐述航道疏浚工程的内容,并对其施工技术要点进行分析,同时以 XX 航道施工案
例总结疏浚工程施工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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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content of the channel dredging project, and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it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measures of the
dredging proje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case of XX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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