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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资源是人类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
环境造成损害,为此文章主要是分析了水土保持和管理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有效提升水土
保持工作质量,望能为有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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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At present, China's soci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which causes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and help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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