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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逐步重视新时代背景下的装修垃圾分类情况。为进一步做好装
修垃圾分类工作,可引进先进的分类方法,采用高效的手段增强分类效率,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以及
速度。因此,在此篇文章当中就主要针对装修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 新时代背景；装修垃圾分类；处理技术；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R124.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Decorati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Ganzhou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Zongren Liu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Ganzhou City, Jiangxi Province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and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various industries,
especially for the current industries clos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will vigorous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eed of the whole industry.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for the decor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a brie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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