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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如何采
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将是社会各行业关注的重点问题。水污染问
题是整个环境污染的重点问题,水污染不仅会破坏水系统、生态平衡,也会造成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问
题,对此需要加强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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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How to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key issue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Water pollution is the key
problem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will not only destroy the water system and
ecological balance, but also cause air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ewage treatmen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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