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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对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的工业产业结构也不断转变。大量原有工业用地调
整为居住用地。本文重点针对城市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的环境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旨在提升城市
工业用地性质调整的科学合理性,为城市规划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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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to residential land is briefly described
Chunmei Chen, Shu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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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changing.A large number of original industrial land was adjusted to residential la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adjustment to residential land, aiming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nature adjustment and guarante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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