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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新形势下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要求,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在促进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优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总结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对策,从而切实提升工业园区规划环评效力,促进工业园区绿色发展
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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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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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with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 the co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ctual work of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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