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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各环境要素提出开发区例行监测方案,根据例行监测分析结果判定开发区各个污染要
素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针对超标因子,分析查找超标原因,引起超标的污染源,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制
定开发区环境质量管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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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outine monitoring schem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from each
environmental element, deter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nge trend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each
pollution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according to the routine monitoring analysis results, analyzes and
finds the causes of exceeding the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exceeding factors, and causes the exceeding pollution
sources, so as to further formulat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trol schem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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