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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环境
保护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有效的防治措施,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的同时有效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本文主要针对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及防治措施进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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