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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大多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无法避免一定的废料排放和废气污染,为了响应国家
环保工作的号召,企业也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强化环保意识,降低污染程度,加强废气和废水的污染物监测
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环境污染监测数据能够在较大层面为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环保设施的创新提供
保障,所以,环境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监测数据不仅要具备代表性和完整性,更要准确和科
学客观,在企业工程进展过程中,影响环境监测数据可靠性的因素也有很多,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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