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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药制造行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药品在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制药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制药企业是典型的
污染大的企业,因为从原料到产品的形成,每一步反应都会产生环境污染物。鉴于此,文章就化学制药工
业做好环境保护的策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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