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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工业化进程日益推进的大背景下,建筑施工、生活垃圾持续增加,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质量,
导致空气质量持续下降,重污染天气治理已成为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关键工作。重污染天气的影响面积
比较大、持续时间长,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相关部门需要构建环境、气象监测大数据平台,做好
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工作,有效地改善空气环境,文章主要针对环境监测与气象监测大数据平台构建,实
现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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