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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且不可分离的民生问题就是环境问题,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已经把环境空
气的治理工作作为了环保中的重点。毕竟环境不仅与我们息息相关,还涉及到国计民生。近些年来,随着
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也开始注重绿色消费,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对
于空气质量方面,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提出合理化治理建议,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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