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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一项对人们日常生活改善很大的工程,但是它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
同时也有坏的一面,尤其是它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是不可忽视,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产生的
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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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水电工程和生态环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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