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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作为环境保护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监察
和环境监测相辅相成,只有将两者有效的协调起来,才能真正的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鉴于此,
文章就环保工程中的环境监测与环境监察联动进行了分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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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Linkage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
Wenxia Liu
Liaoche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Bureau Linqing City Branch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nd great attention and. As two important par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Only by effectively
coordinating the two, can we truly promo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Give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nkag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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