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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既具有积极影响,又具有消极影响,为了有效的避免
消极影响,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措施,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本文对此
进行简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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