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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越来越重视固体废弃物处理情况。为了进一步提升固体废弃物处理
质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投入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基金,选用合适的方法处理愈渐增多的固体废弃物,
做好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增强相关环境部门的重视度,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需求。因
此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固体废弃物处理现状以及对策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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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attach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solid waste
treat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 a large
amount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fu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to treat the
increasing solid waste,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waste treatment,
and enhance the attention of the relevant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s, so that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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