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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全国地下水污

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实施，进一步科学指导地下水环境

保护与污染修复工作，在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等相

关工作成果基础上，制定本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针对地下水环境保护工作，用于指导项目所在水文地

质单元内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及重点污染源的修复相关内容。本

指南有助于科学、合理地指导编制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总体实施

方案，保障地下水水体稳定，维持健康状态。地下水环境保护项

目实施方案体现以防为主、分类防控、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按

照源头防、过程控和重点治的基本技术思路进行编制。指南从调

查基础、问题诊断、目标制定、方案确定、工程安排、投资估算、

目标可达性及保障措施等方面，明确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实施方

案编制的技术路线、要点及方法。 

本指南为指导性文件，各项目可根据本地水文地质条件、地

下水主导服务功能、经济社会环境等个性特征，因地制宜，参考

编制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实施方案。 

方案编制包括基准年和实施期限，基准年一般为方案实施起

始年的前一年度或当年度，从方案编制当年起计算，实施期限为

3-5 年。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规划财务司组织制定。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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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项目背景 

介绍项目的必要性和意义。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3〕788 号)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

99 号) 

《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

99 号) 

《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

99 号) 

《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分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

99 号) 

《地下水污染修复（防控）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

99 号) 

《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实施情况评估

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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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 

1.3 术语和定义 

水文地质单元：具有统一补给边界和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的地下水系统。 

地下水：赋存于地面以下岩石空隙中的水。 

地下水污染：人为或自然原因导致地下水化学、物理、生物

性质改变或使地下水水质恶化的现象。 

地下水污染源：人类活动影响下，能够引起地下水污染的污

染物来源或活动场所。 

补给区：含水层出露或接近地表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等入

渗补给的地区。 

径流区：含水层的地下水从补给区至排泄区的流经范围。 

排泄区：含水层的地下水向地表排泄的范围。 

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埋藏、分布、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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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和水量及其形成地质条件等的总称。 

地下水污染修复（防控）：利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等工程或

非工程措施与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地下水中的

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修复（防控）目标：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不产生直接或潜

在危害，或不具有环境风险的污染修复（防控）终点。 

地下水功能价值：根据地下水埋藏条件、富水性、水质等，

可为地下水开发利用服务的、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意义的功能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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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施方案总体要求 

2.1 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编制和任务实施的指导方

向，应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

把地下水环境保护、污染修复和水质改善作为工作重点。不同水

文地质单元需根据自身基本情况、主要服务功能、面临的主要环

境问题以及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的难点、重点、特点，提炼出符

合自身特征的指导思想。 

2.2 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方案实施的具体指导方针，是对指导思想的进一

步深化和具体化。要符合指导思想的要求并面对具体的方案内

容，把指导思想的具体要求贯彻到方案的重点领域中，从工作开

展、工程安排、分解实施、绩效考核等方面提出地下水保护的基

本原则。 

2.3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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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文地质单元概况 

3.1 自然环境状况 

本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自然环境状况，具体内容包括：水

文地质单元地理位置、所属行政区、气候条件、植被覆盖、地形

地貌等。 

3.2 水文地质概况 

具体内容包括：区域地层分布、地质构造等地质条件，地下

水类型及含水层特征，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特征，地下水水

位动态变化规律等水文地质条件。 

3.3 使用功能概况 

本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提供的使用功能基本情况，

包括集中式生活供水水源、农业灌溉水供水水源、工业企业生产

用水水源，以及热水、矿泉水、温泉、盐卤水等特殊用途地下水

水源。 

具体内容包括：服务人口、地下水补给量、供水面积、用水

特征、涉及行政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补给区的

范围等，可参考《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分工作指南（试行）》（环

办函〔2014〕99 号）。 

3.4 污染源概况 

提供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的污染源的地理位置、历史背

景、变迁历程；运行现状、污染物排放量、重点污染单元或构筑

物的分布现状，明确污染源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周边敏感

目标分布情况及其与饮用水源地位置关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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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下水环境及监测现状 

给出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的地下水水质水量现状，具体内

容包括：区域内地下水监测井布设情况、监测频率和监测指标，

水质水量变化趋势分析，梳理存在风险的污染指标。 



8 
 

第四章 地下水环境问题识别 

4.1 地下水环境问题识别及成因 

4.1.1 主要环境问题 

在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的自然地理、水文地质、污染源等

状况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收集近三年内水文地质资料或开展地球

物理勘探，明确地下水流向、受影响含水层、地下水排泄位置等，

确定地下水环境受影响的性质和范围。 

利用 3-5 年地下水环境质量历史数据，识别主要控制指标，

阐明其历史变化规律。 

4.1.2 主要环境问题成因 

以水文地质单元为单位，从地质类型、水文特征等方面分析

水文地质条件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从污染源类型、分布特征等方面分析，结合水文地质单元特

征，分析污染源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分布等方面分析社会发展模式对区域

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从环境监管的角度，分析现有的监管制度和办法对地下水水

质和水量保护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4.2 地下水环境问题演变趋势预测 

依据地下水环境敏感性和地下水污染程度，参照《地下水模

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对地下

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预测工作进行等级划分。采用合适的工具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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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下水环境变化趋势预测模型。 

从水文地质条件、污染负荷排放、周边发展情况等全面分析

影响地下水主要控制指标的变化趋势，以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

预测在人类活动干扰和污染物迁移转化条件下地下水环境质量

的变化趋势。 

4.3 已有规划、措施及成效分析 

对水文地质单元内已经完成、正在实施和即将实施的规划、

措施等进行梳理和评估。



10 
 

第五章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目标和路线 

5.1 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充分体现实施方案完成后地下水水质水量的监测

能力提升，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污染扩散的防控与预警能力提升，

对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长效机制的建立等多个方面。 

5. 2 考核指标 

包括地下水环境质量主要指标提升情况，地下水环境质量监

测井数据，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目标、数据预警能力建

设水平，长效监管机制建设水平等。 

5. 3 年度目标 

按照总体目标分解，编制每年的考核指标，结合可达性研究

制定。对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年度具体指标，要可量化、可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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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污染源清除方案 

6.1 污染源清除思路 

6.1.1 清除工程清单 

列出本项目编制范围内（或补给区内）所有需要采取清除措

施的工程清单，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地点、污染源类型、规模、

数量等信息。 

6.1.2 清除工程概况 

对每一个清除工程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主要包括历史背

景、变迁历程、运行现状、污染物排放量、重点污染单元或构筑

物的分布现状，明确污染源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和周边敏感

目标分布情况等信息。 

6.2 污染源清除实施方案 

6.2.1 方案确定 

通过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制定地下水文地质单

元内的清除工程方案。通过对污染场地的钻探取样、样品检测和

分析确定场地不同区域的风险评估结果，明确关于构筑物、废渣、

污染土壤等的清除范围及土方量，选择环境友好的污染源清除方

式，以达到消除污染源对地下水的影响。 

6.2.2 工程内容 

依据特定污染源所指定的清除方案设定相应的工程内容，主

要包括：污染场地的详细调查、现场采样、风险评估、分类防控

方案的提出等。具体的工程措施有生产厂房拆除、建筑垃圾清理、

废渣清理以及土壤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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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考核指标 

根据清除工程特点，制定各年度的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工

程进度指标，包括污染源清除数量、土方量、效果评估等。 

6.2.4 工程验收 

根据本区域地下水环境保护、水源地安全保障、区域协调发

展等目标要求，通过对工程污染源清除效果和清除后的土地配置

要求，编制验收标准和验收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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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方案 

7.1 水文地质单元已有地下水井布设情况 

调查项目所在地下水水文地质单元的基本情况，说明目前已

有的取水井、民用井、抗旱井以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地下水监测

井等地下水井的分布情况，并对所能获取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进行

分析。 

7.2 补给区地下水井布设方案 

在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范围内，收集水文地质资料及相关

地质钻孔数据，说明该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流场、补、径、排情

况。以保护地下水环境质量为目标，提出在补给区建立保护区需

要新建监测井的分布原则和方案，可参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 

7.3 地下水排泄区监测井布设方案 

在项目所在水文地质单元范围内，说明该水文地质单元地下

水流场、补、径、排情况，在水文地质单元内的排泄区内，布设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井，以达到保障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环境质

量目的。可参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

（环办函〔2014〕99 号）。 

7.4 水源地补给区内重点污染源监测井布设方案 

列出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以及补给区的重点污染源清单，根

据污染源与水源地之间的水力关系、补、径、排情况，针对不同

类型的污染源提出监测井的布设原则和方案。可参考《地下水污

染修复（防控）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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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地下水监测能力建设方案 

按照地下水水文地质单元补、径、排特征，在各区域内建立

重点污染源监测硬件和软件工程，完善监测队伍，提出在监测能

力建设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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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地下水环境风险防范方案 

8.1 监控预警方案建设 

在水文地质单元内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的基础上，对

监测数据进行采集，经过科学分析后，确定合理的预警分级，采

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颜色表述。 

监控预警建设方案需要阐明监控预警能力、预警条件、工作

流程等。监控预警能力包括监测数据采集频率及分析方法等；预

警条件包括污染物浓度阈值的确定、“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预警分级的确定；工作流程包括信息发布及解除的时限要求、工

作方式等。 

8.2 应急预案建设 

在监控预警建设基础上，准确判断安全事件，采取应急措施

对地下水环境风险进行防范。 

应急预案建设方案需要阐明责任主体、工作流程等。责任主

体应当明确到具体单位、人员和设备配备等；工作流程包括每个

环节的任务分工、时限要求和工作方式，还需要考虑无提前预警

时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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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点污染源问题识别 

    9.1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问题识别 

    9.1.1 地下水污染问题的判断 

根据项目重点污染源所在区域地下水质量评价结果，排除由

地质成因造成的指标异常，针对重点污染源的特征污染指标，分

析污染源引起地下水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 

    9.1.2 地下水污染成因分析 

结合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地下水水文地质条件，分析重点

污染源的地下水污染途径和方式，对污染源的地下水污染成因进

行分析，初步判断污染源是否影响了下游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等

敏感点。 

    9.2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演变趋势与综合防治对策 

以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模拟预测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污染

范围和变化趋势；根据污染源对地下水的污染程度确定阻控或者

修复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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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地下水污染阻控方案 

10.1 地下水阻控思路 

针对污染工程场地环境条件和污染特征，综合考虑地下水使

用功能、阻控目标、阻控技术的应用效果、阻控时间、修复阻控

成本、阻控工程的环境影响等因素，合理选择阻控技术，科学制

定阻控方案，使阻控工程切实可行。具体可参考《地下水污染修

复（防控）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开展相

关工作。 

10.1.1 阻控工程清单 

应列出本方案编制范围内所有需要采取阻控措施的工程清

单，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地点、工程类型、规模、数量等。 

10.1.2 阻控工程概况 

对每一个阻控工程的基本情况做出介绍，主要包括需要采取

阻控措施的污染源类型、所属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污染指标、排

放特征和排放量等信息。 

10.1.3 阻控工程的问题识别与风险评估 

识别每一个阻控工程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并对其风险进行评

估。问题识别主要根据工程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评价结果，以及

污染源的特征污染指标，排除由地质成因造成的指标异常，分析

地下水污染的主要问题。风险评估主要结合资料收集及现场踏

勘，分析污染物在地下水中污染途径和方式，判断污染源对下游

地下水敏感点的影响。 

10.1.4 阻控目标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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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阻控工程所在地的区域规划发展目标和使用功能区划，

明确地下水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目标。在确定风险可接受水平的

基础上，结合区域背景值，确定阻控工程实施后需要达到的限值

或风险控制水平。 

根据污染源类型，污染问题识别以及风险评估结果，通过科

学方法计算，确定特征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污染羽分布范围，明

确阻控工程的建设规模和治理范围。 

10.2 阻控工程方案 

10.2.1 技术比选 

阻控工程方案的确定要建立在阻控技术比选和工程建设条

件分析的基础上。工艺技术比选应注重技术的可实施性，满足相

关技术标准的要求，优先选择成熟的阻控技术，注重短期有效性

和长期的稳定性，兼顾费用的实际承受能力，以及公众的接受能

力。工程建设实施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工程周边生态环境、交通

情况、用电用水以及其他现有公用设施条件等。 

在前述基础上，结合总体要求和工程特点，确定阻控工程的

总体方案，明确工程建设内容、技术路线等。结合阻控工程方案

的进度安排和各项工程必要的建设次序关系，提出关键工程建设

控制节点。同时提出工程施工总体时间计划安排，分析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相关的应急预案等。 

10.2.2 工程内容 

应当明确阻控工程各项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工程规模、工

艺流程、工程实施等。工程规模需详细列出工程清单，主要包括

各项工程的占地面积、作业区面积、阻控面积，工程建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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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等。工艺流程需详细介绍工程的工艺流程和具体步骤，包

括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的主要作用和工程量等。工程实施包括

工程的前期准备、实施过程、运行维护等。 

10.2.3 辅助工程 

应当包含阻控工程相应的辅助工程，工程建设需要的基本配

套设施，如生产用水用电、给水排水、消防设施等；技术施工过

程中对现场施工人员及周围居民的保护措施、噪声污染控制措

施；技术施工过程中对工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无害化处

理措施；工程建设完成后对工程设备的定期维护和监测措施。 

10.2.4 考核指标 

根据阻控工程的机制和功能，结合可达性研究制定各年度的

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包括水质指标、水环境安全指标、

管理指标。水质指标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的各项水质指标；

水环境安全指标包括污染源控制率、水质达标率等；管理指标包

括地下水监测体系的建设、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等。 

10.2.5 工程验收 

应根据本区域地下水环境保护、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区域

协调发展目标等，通过阻控工程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确定验

收标准和验收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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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地下水污染修复方案 

11.1 地下水污染修复思路 

针对污染工程场地环境条件和污染特征，综合考虑地下水使

用功能、修复目标、修复技术的应用效果、修复时间、修复成本、

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等因素，合理选择修复技术，科学制定修复

方案，使修复工程切实可行。具体可参考《地下水污染修复（防

控）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 

11.1.1 修复工程清单 

列出本方案编制范围内所有需要采取修复的工程清单，包括

工程名称、建设地点、工程类型、规模、数量等。 

11.1.2 修复工程概况 

对每一个修复工程基本情况做出介绍，主要包括需要采取阻

控措施的污染源类型、所属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污染指标、排放

特征和排放量等信息，重点描述污染源与饮用水水源地位置关系。 

11.1.3 修复工程的问题识别与风险评估 

识别修复工程所在范围内不同污染区域的分布特征，分析污

染排放方式，确定地下水污染途径，阐明本工程地下水污染的根

本原因。介绍本工程风险评估程序、选择的风险评估模型、评价

参数的选取、评价污染物的筛选、评价结果表征、不确定分析以

及风险评价结论等。 

11.1.4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修复目标和范围 

介绍地下水修复方案制定思路和方法，如需计算，明确计算

方法、结果，并确定最终地下水修复目标。明确治理范围确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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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给出明确的地下水修复范围，量化修复面积、土方量和地下

水量。 

11.2 修复工程实施方案 

11.2.1 修复技术比选 

修复工程方案的确定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影响，统筹现

有基础与未来规划等基本思路来制定。对技术工艺进行比选，注

重技术的可实施性，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优先选择成熟的

修复技术，注重短期有效性和长期稳定性，技术经济可行性，以

及公众的接受能力。工程建设实施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工程周边

生态环境、交通情况、用电用水以及其他现有公用设施条件等。 

在前述基础上，结合总体要求和工程特点，确定修复工程的

总体方案，明确工程建设内容、技术路线等。结合修复工程方案

的进度安排和各项工程的建设次序关系，提出关键工程建设时间

节点。同时提出工程施工总体时间计划安排，分析实施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的问题，编制相关的应急预案等。 

11.2.2 工程内容 

列明各项修复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工程规模、工艺流程、

工程实施等。工程规模需详细列出工程清单，主要包括各项工程

的占地面积、作业区面积、阻控面积，工程建设周期、工程量等。

工艺流程需详细介绍工艺流程和具体步骤，包括系统构成、每个

子系统的主要作用和工程量等。工程实施包括工程的前期准备、

实施过程、运行维护等。 

11.2.3 辅助工程 

应当包含修复工程相应的辅助工程，如工程建设需要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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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如生产用水用电、给水排水、消防设施等；技术施工

过程中对现场施工人员及周围居民的保护措施、噪声污染控制措

施；技术施工过程中对工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无害化处

理措施；工程建设完成后对工程设备的定期维护和监测措施。 

11.2.4 考核指标 

根据修复的机制和功能，结合可达性研究制定各年度的可量

化、考核的具体指标，包括水质指标、水环境安全指标、管理指

标。水质指标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的各项水质指标；水环境

安全指标包括污染源控制率、水质达标率等；管理指标包括地下

水监测体系的建设、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等。 

11.2.5 工程验收 

应根据本区域地下水环境保护、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区域

协调发展目标等，通过修复工程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确定验

收标准和验收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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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监控能力建设方案 

12.1 项目管理模式 

围绕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的审批、配套资金落实、项

目管理、项目实施责任主体、项目的工程监督、项目的验收等方

面制定方案，提出适合本项目的监督管理模式。 

12.2 监控能力建设总体思路 

从监管体系的建设、重点监管内容、监测能力建设以及监控

预警与应急预案建设等方面提出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防治综合监

管能力建设总体思路，保障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监管工作的长效运

行。 

12.3 管理制度建设 

从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区域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监管

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办法以及监管机构建设等方面提出在监管

体系建设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形成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监管的长

效运行机制。 

12.4 监测能力建设 

从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监测硬件和软件建设以

及监测队伍建设方面，提出在监测能力建设方面采取的具体措

施。关于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的布点原则和方法可参照《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99 号）。 

12.5 监控预警与应急预案建设 

从地下水重点污染源风险监控预警以及突发性环境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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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急方案和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加强重点污染源地下水污染

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能力建设的具体措施，保障地下水环境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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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投资估算 

13.1 工程清单 

根据前述各种类型地下水环境保护、阻控与污染修复方案，

针对区域地下水环境保护工程总结补给区重点污染源分类治理

工程清单，针对重点污染源工程分步骤列举防控及修复工程清

单。 

根据工程的特点，通过分级分类环境风险评估提出优先和重

点防治工程清单，结合工程前期工作准备情况和资金配套情况，

将工程分解到具体年份，分别按照年度、工程类型汇总工程清单。

工程清单具体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工程

绩效目标、实施期限、工程责任单位、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等，

同时应明确工程建成后运营保障措施。 

13.2 工程资金方案 

根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及前期工作基础，例如可行性研究

报告、工程实施方案、初步设计等测算工程投资需求，分析融资

渠道，明确地方可配套资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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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效益与目标可达性分析 

14.1 效益分析 

主要对工程实施后将会取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进行分析，其中，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地下水特征污染物削减情

况、水质改善情况、技术推广应用情况以及监督管理能力提升情

况等。 

14.2 目标可达性分析 

根据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总体实施方案，从地下水水质改

善、技术方案适用性等方面，分析区域地下水环境保护方案、地

下水重点污染源治理方案，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监控能力建设等

对地下水环境保护总体目标可达性的综合影响。 

工程绩效目标可达性分析根据工程主要污染物削减能力及

工程稳定运行效果等进行测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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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保障措施 

15.1 组织实施保障 

主要说明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的组织方式和责任分工，

分解落实目标和年度任务情况，实行地方环境质量负责制。 

15.2 政策保障 

主要说明有助于推动地下水环境保护示范工程实施、支撑地

下水环境保护、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污染治理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

监控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相关管理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及经济政策（财政、税收、投资等）保障。 

15.3 资金保障 

主要说明地下水环境保护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多元化环保投

融资机制、拓展融资渠道的建设、落实工程地方配套资金等情况。 

15.4 技术保障 

主要说明为落实具体任务和工程，拟采取的科技支撑情况，

包括任务承担方具备的与所承担任务相关的研究基础、技术装备

及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