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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可以让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舒适,也更加符合现代人民的需求,
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监测工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也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顺利开展的基础因素。因此本文对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效用进行
了简要阐述,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促进其发展的措施,希望可以让环境监测得到更加高效的应用,促进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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