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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城镇化以及工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也随着突显。而构建起大气污染
防治指挥中心能够有效整合区域内有关部门以及相关大气污染信息,实施统筹管理,大大提升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为此,下文将结合笔者参与的昌吉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来探讨大气污染
防治指挥中心体系建设和运行效果,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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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and Center System
Sisi Liu
Xinjiang Changji Prefectur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air pollution
has highligh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and center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relevant air pollution information in the region, and implement overall
management,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To this end, the following will combine the Changji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and center
involved by the author to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effect of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and center system, hoping to play a role in attracting n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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