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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来源,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
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安定的基本条件。随着
全国文明城市掀起的热潮,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现如今文明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必须坚持
“问题导
向”的工作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必须以“问题导向”工作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导向,必须将“问题
导向”的工作方法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便加强全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 文明城市；整体素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Guiding Exploration of "Problem-oriented"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iji Shi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ain material sourc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bears
the waste and various action results of human activities.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mise for huma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upsurge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civilized city
today.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take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as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must be implemen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obvious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ed city; Overall qual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blem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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