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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提升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水
平和质量,使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尽快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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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and farmers'income, 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soil and water loss, so tha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ecome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farmers'income of the pilla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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