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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针对昌吉市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昌吉市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地
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印发了《昌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昌吉市地下水
超采区、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的通知》,通过制定一系列配套制度及多种措施力争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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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Control Measures and Effectiveness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n
Changji City
Qin Ma
Changji Santun River Basin Administration Office
[Abstract] To strictly implement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aiming at the treatment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n Changji city, it sets up a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area governance leading
group headed by the mayor, establishes a joint meeting system, formulates and prints << Notice of People's
Government of Changji City about Announcing the Over-exploitation Area, Prohibited Exploitation Area and
Restricted Exploitation Area of Groundwater>>, strives to achieve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a
series of supporting systems and a variety of measures.
[Key words] over-exploitation area designation; formulate implementation plan; policy guarantee; high locality
promotion; awesome measures; achiev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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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经验成效与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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