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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后,党中央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境监测是科学评估地方生
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可为地方政府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污染防治措施提供基础支撑。实行环
境监测信息化,可以更加实时精准监测整体生态环境和污染源状况,为科学治理污染提供数据和技术支
持。本文围绕环境监测信息化,首先简要阐述了国内环境监测信息化工作整体发展现状,重点分析了当前
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监测机制、强化技术研发、引入大数据区
块链、构建监测治理一体化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务实对策。希望本文抛砖引玉,可以为业界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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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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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aised the wor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urther adjus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mprove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formatization can more accurately monitor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sources in real time, and provide data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scientific pollution control.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format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expound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atu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formatization,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improving monitoring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roducing big data blockchain, building monitoring and governance integration
system, etc. I hop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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