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关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研究
邱再捷
安徽省公众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3i12.1187
[摘 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许多问题日益突出。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饮用水质量下
降以及城市垃圾处理不及时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也严重破
坏了生态环境。因此,必须从社会层面积极推广环境保护理念,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制度建设,积极发
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挥社会力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多角度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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