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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环境污染情况不断增加,并且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家对于环
境问题的关注度也逐渐升高,并且对于环境管控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要想能够实现长远的发展,
就需要加强对企业运行过程中环境管理控制的力度,严禁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但是在企业
进行环境管理控制时,往往存在一些影响企业环境管理控制措施实施的因素,威胁了企业环境管理控制
效果的提升。本文主要对企业环境管理控制措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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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creasing,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Therefore,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control. If enterprises want to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prohibit the
damage and impact of enterprise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when enterprises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there are often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measures, which threate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effe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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