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管理的简要探究
张伟贤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
DOI:10.12238/eep.v3i11.1094
[摘 要] 中共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坚持新发展理念”,决定了我国未来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朝绿色发展方略前进。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各行各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也迅速增
长,对应的污染防治工作压力也越发加大。文章以广东省危险废物为研究对象,简析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危险废物的产生来源、处理现状及管理标准,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管理建议,旨在为广东省危险废
物的污染防治管理提供借鉴,将生态文明思想彻底贯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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