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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协作是共同治理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两地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规划、监督和综合执法一体化的重要技术支撑。地区之间的监测网络及能力建设统筹不足、
任务部署及实施协同不足、监测数据质量协同管理有待加强等问题,制约了区域间生态环境监测协作工
作。本文就川渝两地如何建立协同配套、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进行研究和探讨,
为川渝两地开展更深层次生态环境监测合作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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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协同监测任务一体部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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