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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河湖生态环境对城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影响显著,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河湖生态环
境不容乐观,存在着水污染处理不力、过度开采问题尚未解决和水体富营养化的情况。为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就需合理应用城市河湖生态治理措施,改善城市的河湖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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