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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阶段中排污许可证发展趋势及企业排污许可设计思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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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迫使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
不断加快,污染排放不断加剧。不仅仅是我国,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环境
遭到破坏的现象。然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并且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污水废气等排放进
行严格限制才能保证始终处于自然环境承载的可控范围内。而针对污水废气的排放在各个国家和地区
均有不用的要求,针对这类行为的限制主要通过排污许可进行约束和管理。因此本文就将从多方面探讨
现阶段排污许可证发展趋势及企业排污许可设计思路。
[关键词] 排污许可；发展趋势；污染防治；设计思路
中图分类号：X505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and the design idea of enterpris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at the present stage
Tiantian Li
Changzhou Pengz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forces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aggravation of pollution emissions.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been damaged to varying degrees.
However, the earth's resources are limited,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also limited.
Therefore,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discharge of sewage and waste gas can ensure that it is always within the
controllable range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discharge of sewage and
waste gas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the restrictions on this kind of
behavior are mainly restricted and managed through the discharge permit.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and the design idea of enterpris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from many aspects.
[Key words]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Development tre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Desig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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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工业垃圾发电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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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在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垃圾数量与种类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工业垃圾的污染一般包括工业废弃物,废水,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等等,工业垃圾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但随着工业垃圾发电技术的革新,人类在不断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垃圾处理,工业垃圾的发电就是其中一种。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我国工业垃圾发电正逐步迈
向成熟,但也存在些许问题需要在未来不断改进。
[关键词] 工业垃圾发电；现状；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X77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Hao Jing
Haining Lvdong Haiy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eople produce more and
more kinds of garbage in lif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uses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waste generally includes the discharge of industrial waste,
wastewater, dust and sulfur dioxide. Industrial waste affects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However,
with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mankind is constantly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waste, and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is one of th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maturi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wer generation from industrial waste; pres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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