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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是我国地貌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2/3的国土面积都是山区构成的,而公路是带动山区
经济发展和人民致富的桥梁和命脉。但是因为全国各地区的山区地质环境复杂,容易遭受气象水文、人
类经济工程活动的影响,可能引发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于公路的建设和运营有很大威
胁。因此本文将着重探究山区公路地质灾害的联合监测和科学防治的有效对策,来提高山区公路建设和
运营的安全性,保障山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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