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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中丰富的矿产资源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
矿山环境,践行我国“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就需要重视矿山环境的治理。总而言之,矿山环境对我国
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面对矿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应积极寻求相关的解决办法,以
实现对矿山环境的有力保护。基于此,本文就紧紧围绕加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从而实现环境节约保护来
讨论,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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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restoration and treatment of mine environment to realize the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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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in which rich mineral resource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mine environment and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mine
environment. In a word, mine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Thus,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ine environment, China should actively
seek relevant solutions to achieve strong protection of the min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mine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realiz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 so as to provide some small sugges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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