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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
社会负面影响。我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并积极开展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工作。
在具体环境执法工作中,环境监测能够为执法部门提供准确的案源信息,从而帮助执法部门确定违法主
体和违法行为等。本文就环境监测对环境执法的案源保障作用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以期能够为相关领
域从业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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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Protecting the Source of Cases in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Hua Y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ranch of Yuexi County, Anqing City,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clin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China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also caused a series of serious negative social effects.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ctively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n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work,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provide accurate case source information for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so as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determine illegal subjects and illegal act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protecting the source
of cases in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necessary reference and help for practitioners in
releva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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