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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水资源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这是我国水资源目前基本情况。
但是目前我国水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地下水水质污染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且会对人们的生活质量
造成危害。因此,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对地下水遭受到的污染进行分析,同时,要制定一套合理的治理措施,
确保地下水水质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文章主要分析了地下水水质,
以及针对水污染防治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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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水污染途径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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