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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资源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赋存于地下的宝贵自然资源,又是生态环境体系
中的关键因素,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础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开展地下水动态监测,全面掌握地
下水动态信息,分析地下水资源分布和预测其变化趋势是准确掌握各类自然资源状况,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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