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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流域水土流失已成为我国水土流失的一个主要因素,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和谐社
会的实现。近几年国家开展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度,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营造出一
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局面。基于此,本文就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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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erosion in small watersheds has become a major factor of soil eros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seriously hindered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small watersheds, but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have also been expos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emphasis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which people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small waters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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