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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监察执法是我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监察执法能够有效
打击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实现理想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现阶段,我国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开始面临新
的要求与挑战,本文就新常态下环境监察执法工作难点重点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强化
措施,以期能够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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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Through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we can effectively combat all kind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nd then achieve the ideal eff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is stage, China's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work begins to face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trengthening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practitioners in releva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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