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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同时”分为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三个管理阶段,环境管理检查贯穿三个管理阶段的始终。
环境保护管理检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期和试生产期的
监督检查；另一类是负责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建设项目设计阶段和竣工验收
阶段的验收检查。验收检查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非测试性依据,应进一步核实各阶段监督检
查的情况。环境保护管理检查的目的是：检验设计期、施工期和试生产期间的各项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及有关的档案资料是否齐全,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及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环评和初步设计中要求
建设的环保设施建成和运行情况以及要求采取的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等,从而确定建设单位“三同时”
制度的执行情况,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非测试性的依据。
[关键词] 检查范围；检查时间；三同时；环保制度；总量控制；排污口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献标识码：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spection during completion acceptance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hunli Zhao
Sichuan microspectrum De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ree Simultaneiti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nagement stages: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completion
acceptan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spection runs through the three management stag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inspec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during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trial
production period; The other is the acceptance inspection of the compet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the approv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design stage
and completion acceptance stag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acceptance inspection is a non testable basis for
the accep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t each stage shall be further verified.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inspection is to inspect whether 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pproval procedures and relevant archives are
complete during the design period,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trial production period, wheth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 are sound, the
completion and op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required in th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preliminary desig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required, etc, So as to
determ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Simultaneities"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 and provide a non
testable basis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Key words] inspection scope; Inspection time; (III) simultaneo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Total
amount control; Sewage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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