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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环境检测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但是在环境检测过程中依
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环境检测事业的发展,因此在日后环境检测工作当中,需要各级管理部
门从实际出发,积极完善管理体制,加强人才专业素养提升,提高检测精确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环
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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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my country's environmental testing technology has
also achieved some good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environmental testing process, which
serious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so in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testing work Among
them,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need to proce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active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so as
to better serve my country'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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