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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管是人类的生活、生产,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都会排放大量的废气到大气中,这对大气造成
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和影响,从而使得大气环境遭到破坏。大气污染问题的加重,会使得臭氧层出现缺口,
从而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严重的威胁。另外,大气污染现象的加重更是阻碍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并且还会
对社会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急需对大气进行科学的治理,降低对大气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本文主要分析了大气治理的实现路径,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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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life, production or social development,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gas
will be discharged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has caused very serious pollution and impact on the atmosphere,
result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The aggravation of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will lead to a gap in the ozone layer, which will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organisms on the earth. In addition, the
aggravation of air pollution not only hinders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cientific control of the
atmosphere to reduce the damage and pollution to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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