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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短文对山阳县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中排危除险工程项目的实施,能保障受灾害隐患威胁
的群众的安全,减少了在册隐患点数量,切实提高山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能力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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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in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geological hazards in shanyang county, which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threatened by the
hidden danger, reduce the number of hidden danger points in the register,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hany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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