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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问题是目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而环境质量则直接关乎着社会经济的和谐可
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不断地提高环境监测技术水平,才能
够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接下来,本文对环境监测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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