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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达成降低工程项目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目的,有关部门会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编
写报告。而由于化工类项目对环境的威胁性较大,在对其进行评价时,要有高水准的评价依据,做到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符合相应的规章制度。本篇文章将阐述关于项目特点、环境污染质量方法、风险测评三
个主要部分的编写要点,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供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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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project on the environment, relevant departments will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roject and prepare a report. Due to the great threat of chemical projects to the
environment, a high-level evaluation basis should be provided when evaluating them, so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compli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key
points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ree main parts of th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quality
methods and risk assessment, and give them in-depth thinking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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