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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测的社会化正处于我国的探索阶段,社会化的根本目的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并提供更
好的监测服务。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应符合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总体格局,并指导环境监测机构集中精
力加强环境监测网络的运营和管理,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开发,监督或执法监测,和环境质量预警。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汇总分析等功能。同时,根据当地情况,确定社会化的区域环境监测
策略,严格规范社会检测行为,监测市场是否公平竞争,有序开放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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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in China. And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introduc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and provide better monitoring services. The soc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hould conform to the overall pattern of government lead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guid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to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networ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standards, supervision or law enforcement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early warn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 emergency monitoring,
monitoring data quality control, etc.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situation, we should determine the
socialize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rategy, strictly regulate the social detection behavior, and monitor the
fair competition, orderly opening and risk control of the mar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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