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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从环境保护出发,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行探究,阐述信息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
意义,对环境保护的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同时研究信息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应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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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und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tudie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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