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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及其流失防治策略的探讨研究,首先要明确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对环境的主要影响,然后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相结合,对工程建设中
水土保持及其流失防治的措施展开分析。得出需制定合理的宏观控制目标、确保工程防护措施的有效
落实、将水库枢纽区作为防治重点以及提高对道路水土保持的重视程度这四点对策,希望能为有关人士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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