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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治理任务也更加艰巨繁重,存在
一定的环境安全隐患。本文分析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现状、存在问题,提出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的治理建议,以期对为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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