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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作为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效控制
的一种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是我国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工作得以落实的核心支持,在我国生态社会文
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国内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执行分析作为出发点,
探讨了排污许可证制度管理政策和支撑技术持续完善的策略,以便为今后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持续
发展以及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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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s a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total discharge of
various pollutants,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is the core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in China,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ten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mestic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policy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the sewage permit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ue role of China’s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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