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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环境危机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越发显著,群众也逐渐意识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要性,因此对环境管理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过去的环境管理方法和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
发展要求,而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则能实现环境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对此,本文将进一步结合我国现
有环境管理情况展开分析,在环境管理角度上详细论述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情况,希望对后续工作质量
提升提供必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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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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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on the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so they have put
forward more and stricter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The past methods and model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ave failed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while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evel.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analyze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China,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hope to provide necessary help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follow-up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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