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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铜陵“智慧环保”建设提升环保管理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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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已经取得关键进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
境保护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有待完善、数据浓度分析和运用能力有待提高,风险防控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仍
存在困难。铜陵智慧环保通过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借鉴典型地区的经验,结合
铜陵实际,提出建设思路,提升环保管理决策能力。
[关键词] 智慧环保；环境质量；共治体系；城市超脑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ongling and Enhance the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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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celerated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ke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ability of data concentr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is still difficult. Through the cor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Tongling,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ypical area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ongling, the construction ideas is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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