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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增强了企业的环境应急管理意识,同时也提高了环保部
门的预警防控能力。基于此情况下,本文主要对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设计及结构进行了总结概
括,重点对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介绍及应用开展深入研究和分析,以此来提高环保部门的应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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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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