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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需求量日渐增大,只有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够赶上
城市以及农村的建设步伐。因此,在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只有注重水土保持,保证水利工程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才能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周边农村环境的破坏。同时,在建设过程中会出现水土
流失问题,这不仅会严重阻碍农田水利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导致植被缺失,从而造成内陆风化现象。
对此,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可以促进当地的环境与相关的设施建设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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