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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
党和政府及时确立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并不断完善。通过党和政府的及时控制,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
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进行生态园艺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仍需
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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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 industrializ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gradually emerges,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promptly establish releva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m.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time, although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controll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ge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e still need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horticulture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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