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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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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越来越
多,对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势在必行。新形势下,为切实做好崇阳县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更好地为环境执法和环境管理服务,针对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现状,分析所面临的困难,
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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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severe situation,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manage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o a good job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work of Chongyang County and better serv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of Chongyang Coun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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