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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政府市政基础实施投资力度加大,但城市的
开发建设也会破坏周边环境,环保部门要求加强对外部环境的修复,水环境修复项目建设可以改善水体
的品质,消除水环境中污染物,来减少项目开发建设给水体环境带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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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accelerated, and government municipal
foundation implementation investment in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has increased, but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ll also damag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water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eliminate pollutants in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pollution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o the wate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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