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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固定污染源管理工作中,排污许可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2020年,我国的排污许可制
度已经覆盖到了所有的固定污染源。在排污许可证颁发力度逐渐加大,相关技术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
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工作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
关键问题及解决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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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xed pollution source management work, the sewage permit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2020, China's pollution permit system has covered all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concept of sewage
permit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ystem, the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sewage permits has appea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key issues and solutions for sewage permit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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