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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以及其他制造业的飞跃发展,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也越来越多。本
文基于我国现阶段对于危险废物的处理现状,提出了现阶段处理方式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建设性的建
议,希望为相关人员的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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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 i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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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ore and more
hazardous wastes ar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hortcomings of treatment methods at this stage,
and give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work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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