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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污水处理也成为了一项非常庞大又不可避免的市政问题,
同时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的高低也体现了整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污水一旦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市容市
貌,也会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且长期持续容易影响城市的长久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讲
述了城市污水处理对环境保护工程的重要性,然后对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
城市污水处理的措施,以此希望能给城市污水处理带来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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