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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陇西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改善环境质量”
这一核心,以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为落脚点,坚持把打赢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和重点问题整改作
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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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Longxi County
Yi Lin
Longxi Count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ongxi Count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rm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ed on the cor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 tak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as the
foothold, insisting on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key issues as
the top prior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and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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