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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便是产生大量废气物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工业
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规模也日益壮大,生产速度也越来越快,废气物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物
质不仅会破坏自然环境,其中还含有较多影响人们生活和健康的物质。由于工业危险品对人体和环境的
危害需要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出来,前几年我国并不重视对工业危险品的管理和控制,这也是目前环境
污染越来越严峻的原因之一。本文就针对目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展开分析,希望能
供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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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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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nevitable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ga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 their scale grows, the production speed is increasing, and the quantity of waste gas substances is also
increasing. Not only will these substances destro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y also contain more substances
that affect people's lives and health. Because the harm of industrial dangerous goods to the human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takes time to show it, a few years ago, China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industrial dangerous goods,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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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完善危险废物处理设备建设。在
处理危险废物时,会使用到相应的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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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合理,效率更高,就需要引进功能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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