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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生态振兴已经逐渐成为现阶段民生类的工程建设重点,农村建设的规模化发展,为振兴工
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同时扩大了相应的覆盖面积。为了保障乡村生态振兴工程的顺利发展,必须建立在
水土保持以及土地建设的基础上,为大众带来良好的生存以及生产基础,发挥出水土保持在乡村建设过
程当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对农村生态以及居住环境的不断改善,并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部署,为水
土保持工作的统筹规划以及协调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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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Jie Wang
Yan'an City Baota District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Abstract]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
constr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great pressure
to the revitalization work and expanded the corresponding coverage area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 it must, bring good survival and production
foundation for the public based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land construction, play the key rol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deploy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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