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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此过程中,带给生态环境严重的污染影响。为了改变
此种不良的情况,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推动下,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发展。鉴于
此,应该紧密结合具体的情况,编制出科学、可行的环境保护方案,达到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目的。通过
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价值,并且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要求,同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创新途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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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hina,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very fast. In this process, it brings serious pol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bad situation, driven b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work out a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heme in close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explaining the value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way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actual effect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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