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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水利工程。由于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是跨
地区建设的,因此它们不仅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对当地的生态
造成破坏性破坏。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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