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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污染以及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一定程
度上使得许多省份水土流失的情况日益严重,而且给人类的居住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使得当地的
经济以及工农业发展以及生产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水土流失现象的影响,同时有一些产业,也
由于水土流失情况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制约。而且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小流域
治理这一方面在水土流失地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对当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也能推动当地区更多产业以及经济
的发展,带动企业经济产值取得一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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