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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
大伤害。当前水土流失以及土地荒漠化问题十分严重,这不仅会导致土地发生严重退化,同时水土流失严
重会给区域生物多样性带来影响,严重者还会导致物种灭绝。众所周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有必要的环
境以及资源作为保障。本文对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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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t the same time, people's various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also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water and soil
erosion and land desertification problems are very serious, which will not only lead to serious degradation of the
land, but also severe soil erosion will affect the regional biodiversity, and in severe cases, it will also lead to the
extinction of species. As we all know,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ust be guaranteed by the
necessar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hoping to mak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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