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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大环境背景下,环境保护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同时环境监测的
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针对此,本文将论述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概括环境监测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应用措施,旨在为环保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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