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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但在这一历程中,资源的大量消耗
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在新时期下,我国开始探求保障经济
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道路。本文将探讨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其未来发展的
具体方向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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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监测的未来发展
2.1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监测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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