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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我国不同产业
的飞速发展,比如工业,农业,交通业,建筑业等等,这些行业的进步和发展背后,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和影响,
也给人们的生活健康带来危害,比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气中含有有机污染物质,由
于有机污染物的种类繁多,来源和数量庞大,对自然环境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危害十分严重,同时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的消除,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关于废气中有机物污染的治理工作已经成为相关
环境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目前我国治理环境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在保护环
境的前提下开展和进行,避免和减少人们生产对环境的危害和影响,有效的处理和治理工业废气。本文针
对废气中有机污染物质的来源以及特点进行分析,阐述了废气中有机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并探
索一些相关的应对措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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