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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的特点是机动车尾气、沙尘
污染等,对民众的影响值得全社会关注。为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对空气污染进行最根本的分析,
开展有效的空气检测工作,从而为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条件。目前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难题,尽管近
年来采取了措施,但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基于此,下面就大气污染问题的环境检测与对策进行研
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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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industry has brought devastating damage to air pollution. At
present, my country's air poll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otor vehicle exhaust, sand and dust pollution, etc., and
its impact on the public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st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the most fundamental analysis of air pollution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air detection work, thus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At present,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has become a global problem. Although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in recent years, the air pollution
situation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Based on this, the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ir pollution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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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给予相应处罚。最重要的是要保证
足够的绿地建设资金。
4.5合理调整城市工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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