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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合理规划和处置水资源是我国关注的中心问题。然而,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增加严重影响
了中国的水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已初具规模。然而,
当水污染事件突然发生时,地方政府仍然无法在处理过程中完全执行应急计划。本文主要结合水污染应急
处理的相关问题,研究我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技术和对策,以期为解决水污染问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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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sudden water pollution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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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isposal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central concern in China.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sudden water pollution has seriously affected Chinese water qua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ou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work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However, when the water pollution incident suddenly occurs, local
governments are still unable to fully implement emergency plans during the 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and studies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udden water pollution event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of water pollu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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