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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进一步改善我国大气环境质量,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工业废气对大气环境
质量影响。这也是切实影响人类生活环境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逐步形成了
系统而庞大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居世界前列,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工业企业”。然而,庞大
的工业体系在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频繁的环境恶化而导
致的环境公害让我们对环境问题逐渐重视起来。因此,我国应当继续加快工业废气控制技术的发展步伐,
提倡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技术的应用水平,坚持“源头管控、过程管理、末端治理”的治理路线,尽快
为工业废气的治理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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