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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基础,加大了对自然环境的重
视程度。因此,要提高环境保护的成效,必须重视全面实施环境监测,确保环境治理成为当前社会主义
建设阶段的重要内容。只有采用综合环境监测措施,才能通过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准确
的依据和指导,提高环境保护措施的对应性和准确性,本文详细分析了环境保护对环境监测的影响及
具体发展方向。[1]利用科学有效的环境监测成果,可以显著提高环境保护效果,促进经济建设和生态环
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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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people increases the emphasi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o ensure tha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tage. Only by adopting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asures can we
provide more accurate basis and guidance throug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improve the
correspondence and accura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detail.Us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resul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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