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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随着环评“放管服”的推进,建设项目环评工作得以简化,而产业园区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也显得
越发重要。本文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从业经验,提出了对于规划环评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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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so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re put forward. With the advance of
“decentralization, combina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service”, the project
EIA construction has been simplifi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evaluation work of industrial park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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