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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排污登记制度的执行和落实,越来越多排污企业参与申报登记,并达到较好的排污管
控效果。为让环保理念得以更好落实,真正打造“绿水青山”的环境,还需要就排污登记企业的环保管理
意识予以提升,让其成为环保之重要主体。文章就排污登记制度实行意义进行阐述,分析排污登记企业环
保管理意识问题,立足于问题探索更好的企业环保管理意识提升策略,才能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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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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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lutant discharge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more and more
pollutant discharge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the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better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uly create a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wareness
of pollutant discharge registered enterprises, so that they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lutant discharge registration
system,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of pollutant discharge
registration enterprises, and explores better strategies to enhanc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problems, so as to make our environment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Key words] pollutant discharge enterprise; registere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引言

污信息,诸如企业生产运行情况、污染源的数量、性质、污染物

排污登记指的是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污染物、噪声或产

的排放强度、分布空间、动态变化等信息均可以从企业的排污

生固体废物者,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就污染物排放

登记中予以反映。通过企业排污登记信息数据的获取,能够更为

的具体情况向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登记和注册的过程。

客观、准确建立区域排污信息库,为地方和中央环境管理决策的

通过排污登记能够就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予以准确把控,达

制定和实行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企业排污登记制度实行动态式

到环境保护的效果,该项制度具有法律效力,兼具污染物总量控

跟进,这都让每年排污数据得以更新,结合排污信息的汇总,能

制和排污费征收工作双重作用。企业排污登记工作虽运行多年,

够为排污总量控制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工作的展开提供依据。

但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依然拥

1.2排污监管依据

有较大提升空间,也只有强化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的提

依照我国当前法律法规要求,各地方政府需要准确把握各

升,才能真正发挥排污登记之作用,才能让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得

地区的环境状况,以便于更好开展各项环境保护工作。排污申报

以良性推进。

登记制度的实行,要求各企业作为申报主体需要准确提供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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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污登记制度意义

内容,这都能够让政府对于企业的排污情况予以准确掌握。从排

1.1获取排污信息

污申报登记企业来说,其提供的是个体排污数据,但是政府则可

通过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的实行,环保部门能够获得企业排

以从宏观视角就企业的排污情况予以全面把握,不仅可以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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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排污数据信息,而且可以动态跟踪企业排污情况,既能够宏

对于排污登记企业来说,通过多样化方式实现典范的树立,更加

观了解管辖区域的企业排污情况,又能够就区域的环境保护形

能够让更多排污企业自觉进行申报登记,能够通过申报登记获

势予以研究。

得企业发展之支撑或动力,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提升企业环

1.3宣传环保手段

保管理意识。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说,政府对于排污登记企业

企业排污登记制度的实行,并非简单要求企业就排污情况

的引导依然需要加强,更加需要结合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环保责

和信息予以登记申报,其中更是蕴含着排污宣传内容,排污登记
企业既可以借助该制度掌握自己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的状况,又

任典型企业的设立,以达到更好的促进引导作用。
2.5环保工艺体系的完善

可以学习和了解相应的环保知识和污染治理技术,能够让企业

在工业生产工作中,对现有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改进和升级,

更为深刻了解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所制定的内容,并予以遵

让其具备更好的生产力和环保效能是非常重要的。这要求企业

照执行,切实担负企业防治污染和环境保护的义务和职责。正是

要做好资金的安排和投入,做到现有工艺灵活掌握,不断创新创

因为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的执行,越来越多企业已经逐渐萌生环

造出高质量、高环保要求的生产作业环境。积极引入相关的环

境保护意识,并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力争减排,深化开展污染治理

保专业设备和工艺,强化对废弃废物的处置能力,尽最大限度的

工作。

减低污染程度,在确保城市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有效的促进企业

2 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问题

长期的发展稳定和提升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潜力。

2.1宣传方式需要多样

3 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问题的解决策略

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的提升需要环保理念的宣传做

3.1多样宣传方式

支撑,只有不断强化企业环保责任、新时代环保重要性、现代化

为让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意识得以提升和增强,需要在

环保理念,才能让企业重视环保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才能让

宣传方式方面狠下功夫,通过宣传力度的加大让更多排污登记

企业积极投入到环保工作中来,成为环保工作开展的重要主

企业了解环保重要性,参与到环保管理中来。首先,政府机关或

体。结合当前排污登记企业环保管理情况来看,虽然在排污申

事业单位对于排污申报登记企业在进行申报登记过程中要进行

报登记过程中会对企业进行环保理念的宣传,但其力度和强

环保管理宣传,比如可以通过告知书、必读须知等方式,将排污

度依然需要强化,尤其环保宣传方式更趋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

企业排污过程中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准则予以告知,并要求排污

通过不同宣传方式的应用让企业逐渐认识到当前社会环境保护

企业进行当场阅读或者线上阅读,让企业达到合法排污、合规排

的严峻形势。

污之要求。其次,由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牵头定期或者不定期

2.2企业活动待于开展

进行环保讲座,要求排污登记企业参加或者自愿参加,参加宣传

企业作为环境保护的主体,政府更加需要引导企业发挥环

讲座的企业则可以在排污申报登记过程中予以备案,并将其作

境保护主体作用,借助多样化活动的开展让企业参与到环境保

为未来政策倾斜的重要衡量指标。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进企业

护中来,一方面让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借助

的方式就环保重要性予以宣讲,真正将宣传过程渗透到每一个

实践活动激发企业环保管理意识,推动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重

管辖区域企业范围之中。

要组成部分。但结合当前排污登记企业的管理情况来看,政府牵

3.2开展企业活动

头所开展的环境保护活动较少,企业更多关注于自身经营,对于

多样化的活动形式不仅让环保管理理念的渗透方式更为多

环境保护的活动参与重视度较低,这都容易导致企业环保管理

样化,也更加能够激发企业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让排污登记企业

意识的削弱,也难以让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得以更好激发。

借助实践活动感受环保意义。比如,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可以

2.3立法机制亟需强化

组织不同企业走入到排污登记企业之中,与政府机关或者事业

立法机制的构建能够让企业对环境保护予以高度重视,尤

单位一同就排污登记企业的排污情况共同检查,其中还可以让

其法律法规中因为企业排污超标等原因所给予的处罚等措施,

其他企业分析该企业排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认识

更是企业关注之焦点,这都能够让排污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审慎

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必要情况下还可以由企业进行

对待,并在环保管理中予以具体责任落实,不仅实现法律法规在

减排计划的制定,并在后续的环保中予以落实。此外,政府机关

企业环境保护中的更好实施,而且让企业的环保措施予以不断

或者事业单位还可以将活动开展的权利交给企业,让企业在内

更新。但是,结合当前法律法规实际情况来看,看似完善的法律

部或者外部进行环保活动的开展,所开设的环保活动在排污申

法规依然拥有极大补充空间,只有继续深化法律法规条款的补

报登记过程中予以备案,亦或者进行积分累计,作为企业排污核

充,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条款的细节完善,才能让排污登记企业

查的重要审视指标。

的环保管理意识进一步提升。
2.4责任典型还需建立

3.3强化立法机制
法律的规范和完善能够让企业对环保工作的开展予以新的

典范的作用是无穷的,能够带给其他企业以指引,也能够让

认识,不仅将环保纳入到日常工作范畴,而且能够从规避行政处

企业感受到参与环保管理之重要性和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尤其

罚等方面规范自我经营行为,减少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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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关还需要结合当前运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组织起安全环保管理方面的培训,定期的开展企业安全环保作

法》、《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业教育培训,组织人员学习设备的各种操作,有效提升工作人员

就其内容予以补充,尤其需要细化可执行性法律法规,让排污登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

记企业能够结合具体的法律规范、规章制度能够切实了解自己

4 结束语

的行为后果。其次,加强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坚持真刀实

排污登记制度的构建保证排污收费更加清晰,并成为规范

枪、踏实务实的原则,从根本上、源头上做好污染的防治和避免,

排污企业管理机制的重要制度。排污登记制度实行背景下,更加

对于排污超标的企业要坚持予以行政处罚,对一些达不到环保

需要强化企业环保管理意识,让排污企业自觉主动进行申报,避

标准的企业要及时关停整治。此外,还需要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

免排污企业漏报、少报,让排污企业真正认识自身环保之责任,

排污企业的监督中来,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自身监管责任,真

并在经营过程中最大程度减排降污,成为环保工作开展的重要

正防止排污登记企业环境污染行为发生。

主体。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需要通过多种措施进行环

3.4建立责任典型

保宣传、引导企业活动,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树立责任典型,以

典范企业的树立能够让其他排污登记企业了解到自身所应

达到提升企业环保管理意识之目的。相信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

当之行为,能够对其他排污登记企业的行为予以更好指引。首先,

深化,多种措施的应用,越来越多企业也将会得到环保管理意识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排污登记企业的排

的提升,我们的环境保护之路也将会走的越来越好。

污行为进行检查核实,并就其经营行为予以汇总总结,对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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