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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个行业也同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并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应及时做好环境监测工作,我们可以根据其结果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
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设计规划建设项目会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判和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预防
措施和应对措施,及时跟踪调查。所以,有关部门在重视环保的同时应不断提升环保水平,实现环境与社
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环境监测工作；环境影响评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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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social economy develops day by day, each profession also develops rapidly
synchronously,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caused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 concerned department should d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in time, we
can carry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its resul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s mainly
to analyze, predict and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esign and plann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timely follow-up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whi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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