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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污染就是人类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界排出的各类污染物质,其污染程度严重超出整个社会
环境承载力,导致整个社会上大气质量发生严重变化,最终使得人们工作、生活和健康等遭到破坏。现在
社会上污染源可以分为天然和人为两种形式,天然污染主要是自然界排出的污染气体,例如灰尘、二氧化
碳以及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等都会严重阻碍人类发展。所以新时期针对大气环境污染进行分析,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治理方案,可推动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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