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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钢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的工作实践,简单介绍了环境监理的意义和重点,针对厂区不同区
域的防渗要求,不同标号防渗混凝土和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使用要求进行分析,并对发现设计不满足环
评要求的问题处理措施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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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work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f steel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and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ccording to the
anti-seepag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areas in the factory, the us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anti-seepage concrete and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geomembrane are analyzed,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found that design does not meet EIA requirement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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