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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各村镇经济的发展,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也在加剧。农村污水随意排放不但影响农村环境,给当地居民及畜禽健康安全造成威胁,而且会
通过河流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与美丽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等战略背道而驰。基于此,本文
就农村污水处理中的主要难点与对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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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污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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