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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项目是我国一项较为基础性的工程项目,对于我国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也一直是环
境保护工作当中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针对公路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供读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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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way project is a relatively basic engineering project in China,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ou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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