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规划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林辉斌 1 魏晓琴 2
1 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2 台州市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DOI:10.12238/eep.v4i2.1285
[摘 要] 规划项目具有涉及因素多,不确定性大,环评具有一定难度。近年来我国环评工作明显进步,环
评方法也不断增多,但仍没有可直接用于规划项目环评的方法。立足这一背景,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调
查法、归纳总结法对规划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特点以及技术方法等展开分析研究,对优化规划项目环
评措施进行论述,希望能为相关工作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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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Plann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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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ning project involves many factors and uncertainty, and the EIA has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IA work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EIA methods is increasing, but there is still no method to
be used directly for planning the project EIA.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metho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summary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the planning
project, and discusses the EIA measures of the planning project, 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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