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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性不断提高,使得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家对其出台
了相应的制度来对其进行改善,如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本文对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模式进行研究,并对其在
环境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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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icance of Sewage License Management System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Xiaoyan Chen
Huizhou Huank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 sever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the development of all walks of
life has suffered certain restrictions, and the state has introduced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such as sewage permit
management system, to improve the pollutant permit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llutant
permit management system mode, and discusses its rol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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