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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下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的探析 

冯 娟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  广东河源 

【摘要】当前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生产生活

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凸显，大气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成为当前时代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大气污染具有涉及面广、危害程度大的特点，对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存生活产生较大

的危害，因此要重视生态环境治理下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的应用，分析大气污染的破坏性以及原因，做

好大气污染防治管控的顶层设计，加强各类机动车尾气排放管控力度，重视生态修复工程的应用，通过多

种形式推动环境保护宣传工作，更好的应对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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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social progress, people's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further highlighted, and the problem of ai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urrent era. Air pollution has a wide range, harm degree, for human and animal and 
plant life produces greater harm,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ir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analysis of the destructive and cause, air pollution at the top level of 
the control design, strengthen all kinds of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contro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ngineering, through various form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paganda work, better deal with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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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污染具有危害性较大、防控难度大的特点，

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人类活动是产生大气污

染的直接原因。新时代背景下，工业技术和信息技

术的不断深化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

但同时过度开发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严重后果，因

此要重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应用，明确大气污染

的特点危害，进一步实现合理布局，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大气污染的认知，鼓励人们践行绿色出行以及

公共出行，推广使用新能源，做好废气综合利用的

研发工作，建立健全环保产业体系，共同守护美好

的地球家园。 
1 生态环境治理下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存在问

题分析 
1.1 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治机制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气污染防治

越来越重视，但在实际的过程中，大气污染防治过

程中仍然缺少全方面、全过程的防治机制，没有采

取切合实际的措施，较多企业对其不够重视，没有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而且相关部门也没有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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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对大气污染源进行有效的监管，相关的法律、

法规、政策不能满足当前环境保护的需求，在管理

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管理方法和手段实施的效果

欠佳，严重影响了大气污染的防治效果[1]。 
1.2 缺乏系统的防治技术和防治手段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在大气污染

防治过程中虽然相应的设备和技术不断涌现，但仍

然缺少先进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大气污染防治的

过程中相关部门对其不够重视，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没有重视对于新技术的研发，不够重视对于清洁能

源的利用，难以满足当下大气污染治理的需求，导

致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发展较为缓慢。 
2 生态环境治理下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措施分

析探讨 
2.1 大气治理情况 
根据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要求,一是进一

步加大辖区内涉发一排放企业的检查,督促企业加

强废气处理设他的管理及维护,确保废气处理设施

正常运行。二是指导开咨促 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重点监管企业落实“一企一策”整治要求。辖区

共 6 家省级 VOCs 重点监管企业，5 家市级重点

VOCs 监管企业,目前均完成废气处理设施的整改,并
已通过核实评估。三是做好 VOCs 重点监管企业的

日常检查、管理。督促企业按规范做好治理设施运

行台账记录、完成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危废管理。

四是按照 VOCs 重点监管企业销号式综合整治工作

要求,辖区第一批次共 26 家需销号企业,目前均已完

成了销号整改,第二批次销号企业共 2 家，目前待销

号。五是宣传、指导、督促工业企业填报“广东省

VOCs 监管系统”,并审核。目前,辖区共有 59 家工

业企业完成填报资料，并基本通过审核，为企业

VOCs 产排污监管提供了数据支撑。如图 1 所示，

为大气污染图。 

 
图 1 大气污染图片 

2.2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市场化机制的环

保产业体系建立 
环境污染防治与保护过程中要重视对于现状的

分析研究，避免出现只投入不产出的尴尬局面，要

重视对于某地区大气污染种类数量以及分布情况的

分析研究，做好记录工作，立足于时代背景下，充

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治理

措施，针对一些大气环境造成污染的现象进行整改，

特别是注重于废气处理的力度。政府要鼓励社会资

本进入环保科研项目中，加大资金的投入，按照市

场经济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环保产业体系。在治理过

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清洁能源的创新研究，重

视对于废弃物的有效开发利用。在排污权交易市场

上不断规范定价标准，鼓励企业加大污染物的处理，

依据市场交易的规范运行来解决当前环境污染问

题。要尽早的推行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严格统

筹管理，注重生态环境治理的协调性、均衡性。政

府还要出台相应的专项政策，建立环保技术支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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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视专项资金的应用，加快技术专利的市场化

运行，不断切实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改善人们的生

活条件，要积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的研究，投入重

视，对于三废以及生活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以及循

环研发环保性产品，让企业能够主动积极的开展技

术研发，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2]。 
2.3 做好环境保护宣传工作 
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多媒体平

台数量不断扩大，在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过程中要重

视做好多层次、多形式的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充分

利用多媒体强化宣传途径，通过舆论引导提高公民

的环保意识。要重视对于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媒

体形式的宣传，建立线上资源，通过视频、图像、

动画等形式，做好宣传工作，可以出品相关环保纪

实的纪录片，邀请环保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借助互

联网终端开发相应的低碳环保应用程序，强化人们

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观念，促使大众通过自身的行

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为低碳环保作出贡献。在进

行宣传过程中，要重视对于基础内容的把控，让公

众了解大气污染的成因、危害，全方面了解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自觉从自身做起。在环境保

护宣传过程中，还要重视对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

宣传，及时开展相应的讲座纪录片等作品宣传方式，

让公众知晓大气环境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大气的

保护理念[3]。 
2.4 加强生态修复工程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越重视绿色环保。在

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要重视利用生态修复工程开

展绿化工作，加强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要充

分研究技术的生态性，重视早期环境保护污染的防

治源头研究，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

打造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在进行生态修复过程中

还要重视对于生态圈的良性循环，重视对于周围资

源的合理化运用，可以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减少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减

少水环境中的污染，气体排放，利用生物的垃圾处

理方式，减少化工业的废物排放，提高大气质量。 
2.5 做好汽车尾气排放工作 
在新时代背景下，私家车、公交车的数量越来

越多，导致了交通运输废气的排放量增多，其中的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会进一步破坏大气层，造成温

室效应，因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布局，

严格管理和控制汽车尾气，重视对于人们低碳出行

方式的选择，积极倡导市民采用公共交通的出行方

式，减少汽车的使用量。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

展，在新时代背景下要重视对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工作，倡导使用电动汽车，通过对新能源技术的研

制使汽车的尾气减少到最小。国家要积极推进太阳

能电池与电动汽车等研究，要寻找清洁的替代燃料，

同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与补贴，使广大人民积极

购买新能源汽车，促进油改气的发展，实现了汽车

燃料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大气污染的程

度。相关车辆检测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要以身作业，

进一步定期开设汽车尾气排放管理工作，对汽车尾

气排放超标的车辆进行限制，对城市内的汽车进行

严格的试验，实施监视汽车尾气中的排放指标，可

以通过速度限度的形式对汽车尾气的排放量进行严

格的控制，对大气指标进行详细研究与分析，进一

步强化交通管制作业，确保路面行驶车辆能够达到

排放标准。若汽车尾气排放指标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要采取限制上路的措施[4]。 
2.6 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工作 
城市是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因此为了进

一步改善大气污染的状况，要采取相关措施进一步

防治，可以通过植物产生的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进一步优化城市中的环境。

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加大对城市周边植树造林的力

度，将工业生产区与居民生活区保持相对的距离，

改善城市被污染的大气状况，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如图 2 所示，为城市绿化建设工作 

 
图 2 城市绿化建设工作 

结束语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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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越来越严重，大气污染危害了人类健康的生活，

也对生态系统产生了破坏。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环境

保护、节约能源，大气污染防治已成为社会发展过

程中刻不容缓的一个任务。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要

重视大气污染问题，采取有效的防治管理措施对大

气污染进行有效的防治，加强生态修复工程的应用，

做好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做好汽车尾气排放管理工

作，进一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强对于大气污

染物的排放控制，为人们创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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