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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产生了
大量固体废弃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提出了
更高要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的水平会影响生态环境的健康。这篇文章针对现阶段城市固体废弃物
现状以及综合处理技术做出了一定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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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0 s, China's economic level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ubstantial
growth of the urban economy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solid waste.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green,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 will affect the health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urban solid waste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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