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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的环境监测工作
也需要随着时代一起进步。文章针对环境监测存在的几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分析了其在新时代新
背景下的具体影响,同时详细论述了如何进行环境监测人才队伍的建设,希望通过环境监测人才队伍的
建设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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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alent team
Qikuan Liu
Yunnan kunhuan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also needs to progress with the
tim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alyzes its specific impac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background, and discusses in detail how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alent team, hoping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and create a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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