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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工业集聚区对地下水环境的外在影响。为进一步增大对
工业集聚区地下水环境的保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其所带来的危害,将大型污染企业周围环保部门
的主要监管对象,实现对工业集聚区污水排放的合理监控,制定有效地应对性举措,以提升工业集聚区水
环境管理水准。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工业集聚区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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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harm it bring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mak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around large polluting
enterprises the main supervision objects, realize the reasonable monitoring of the sewage discharge i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level i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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