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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在逐渐的增强,再加上绿色施工理念以及我国提
出的环境保护等各项政策的完善,人们逐渐加强了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
测工作,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以更好的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利于我国
环境治理以及保护等各项政策的实施,为此,怎样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已经成为建设单
位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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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background,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addi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een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policies proposed by China, people hav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acceptance and test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the
advers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can better protect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policies. Therefore, how to carry 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mpletion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the construction unit and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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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建设项目

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逐渐扩大了城市建设的规模,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但是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会给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

术指南、排污许可等。(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审批部门

的影响,非常不利于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对于环保

审批决定。

部门来讲,必须加强对建设项目的控制,充分保护自然环境,立

2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中存在的问题

足于目前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各种情况来看,加强对周围环境

2.1现场踏勘不细致

保护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提高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

现场勘探主要指的是质量环保验收检测方案,是编制竣工

重视,将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到实处。

验收报告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环境验收检测

1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

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在具体施工的过程当中,

以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的主要依据

并没有加强对工程现场勘探的重视,只是走马观花,并没有发现

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中

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严重情况下还会出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现遗漏,也经常忽视对敏感点的调查或者是对于敏感点的描述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过于简单,这样就无法判断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相关

2.2企业环保意识薄弱

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部分企业并没有加强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重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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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的意识薄弱,并且没有主动的参与意识。企业在工程项目

站的公示来获取相应的信息,信息获取的渠道较为单一。竣工环

建设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经济利益,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保验收过程当中最主要的环节就是监测,监测人员主要是依靠

并没有加强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也没有在环保管理过程中投入

环评报告以及自身的工作经验来对项目进行监测,但群众的专

过多的资金。此外在对工程建设项目环保档案管理的过程中,

业水平不高,不能更好的判断数据与结论的有效性。

部分企业也没有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这样就导致环境保

3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建议

护验收工作存在资料不齐全,手续不完整等各项问题,这样就会

3.1重视施工调查工作的开展

严重影响到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甚至还有一些企业生产

新时期,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内

过程中排放的污水不符合相关的要求,仍然忽视法律规定,将超

容,其中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过程当中废气、废水、噪音以及环境

标的污染物排放到周边的环境中,企业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非

风险防范措施等。为此在对竣工项目环保进行验收的过程当中,

常差。还有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

首先需要重视施工过程当中各项工作的调查。第一,检查建设单

引进的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较低,生产水平落后,排放的废弃物会

位的环保设施是否按照相关规定以及复批要求进行建设,并且

严重影响到周围的环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也没有加强对

各项环保设施可以稳定运行,检查是否满足验收材料的条件；第

这些的管理,导致这些区域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二,调查竣工环保验收的过程中,环保设施运行开停机的时间以

2.3环保跟踪监督和监察不到位

及台账管理等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定；第三,对于固体废弃物的处

环境评价审批建设项目之后,没有加大对竣工验收环境的

理以及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存储与转运管理等是否到位；第四,

监察力度,特别是一些基层环境保护部门,并没有充分掌握到企

是否按照相应要求对突发环境事件制定响应的应急预案,并且

业建设与生产的实际情况。大部分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

将其送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第五,环境管理等软件方

当中,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设计与环评等各项要求,也没有安排专

面的建设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定。

业的人员对环境保护进行管理,没有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去设
置排污口,排污口的标志、排水管道流量计量装置以及各项检测

3.2现场踏勘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影响报告书以及复批的要求,

设施等存在的问题,检测孔和检测平台与检测要求不符。此外也

在对施工现场进行踏勘的过程中,需要分别从建设项目基本信

没有第一时间对需要维护的环保设备进行检查与记录,在工程

息、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五个方面逐一对工程建设主体

项目进行试生产的时候,申报也没有按照规定流程进行,并且审

以及配套的环保设施情况进行核实。(1)工程项目建设的基本信

批也并没有通过。大多数企业虽然生产年限比较久,但是申请验

息主要包括经济指标、项目建设的地址、企业员工的总体数量、

收却经常需要环保部门进行督促,并且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生产的时间、主要的生产产品、工艺流程等。(2)检查废水在排

经常会出现违规生产的情况。

放的过程当中是否做到“清污分流和雨水分流”,检查排污口的

2.4建设单位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设置以及标识牌的摆放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检查废水的排

在建设项目自主验收的过程当中,建设单位是主要的责任

放流向以及废水处理的设施运行状况是否符合相应要求,并且

主体,并且需要对验收内容与结论负责。但是大部分建设单位主

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影响报告批复的具体要求,

体意识并不强,甚至还有些企业并不了解自主验收过程当中企

以及最新的管理制度确定污水当中的污染元素。(3)检查企业产

业应该履行的责任,具体表现为：第一,建设单位并没有加强对

生的废气污染物质的含量、类型,并且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方式进

自主验收的重视,在验收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存在材料不齐全,并

行处理,检查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产生的废气是否得到了有效

且材料内容不统一,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不清楚环评要求的现

地收集,企业建设的排气筒高度、管径尺寸、采样监测孔洞是否

象；第二,建设单位的责任意识比较弱。在具体验收的过程当中,

符合国家的规定。(4)需要了解建设项目内部噪声的主要来源,

经常有意或无意的将落后的产能或者是已经淘汰的工程纳入到

掌握建设项目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等各项情况。(5)固体废弃物主

环境评价验收的过程当中,存在侥幸心理；第三,企业也有充分

要包括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危险固体废

认识到自主验收的责任,认为将竣工验收工作交给社会机构,并

弃物。查看一般废弃物与危险固体废弃物的暂存间是否符合相

且请专家提出验收的具体意见,那么相关的责任就应该由社会

应的建设要求。

机构承担,而且形成竣工验收责任的主体应该是专家,企业无需

3.3提升第三方验收服务机构质量
竣工环保验收中,企业会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但是在

承担竣工验收的相关责任。
2.5社会监督缺失

具体验收的过程当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公共性,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的过程中,

进行处理。第一,环保部门应该对提供验收服务的第三方机构进

应该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竣工验收的工作中,同时将“三同时”

行黑白名单设置,并且对其进行完善的监督管理,环保管理部门

政策制度落实到实处,保证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

应该定期对第三方验收机构,进行监督考核,对存在问题的监督

制定科学、民主的决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群众的参与程度

机构进行排除,规范第三方,验收服务机构的主要从业行为,提

并不高,很难充分发挥出社会监督应有的作用。群众只能利用网

升第三方验收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责任意识,为企业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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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第二,对验收评审专家

的时候,可以采用更加先进的处理设备或者是多级的污染治理

进行管理,环境保护管理部门需要对专家库进行动态化的管理

措施,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高污染治理设备的处理效率,同时还可

提高环保验收专家的技术水平,对专家的从业资格进行规范化

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浓度。(3)对环境治理设施进行运维管理,

的管理,保证建设单位竣工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在竣工

提升环保设施的运行效果,不能只是在对环境进行监测的时候

验收中,应该综合考虑验收服务机构的资质,选择资质较高的服

才启动污染治理设施,保证环保设施的运行效率。(4)对生产情

务机构,并且从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的专家库当中选择验收专家,

况进行合理的管理。防止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出现超负荷生产的

这样才能够保证环保验收工作的规范性。

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生产负荷。(5)对生产操作进行

3.4规范建设项目变动认定管理

规范化管理,防止工作人员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因操作失误

为了能够更好地防止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过多的变

而提升污染物排放的浓度,保证生产线或者是环境,保护设施的

动,避免在环境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应该加强对工

稳定运行。(6)企业需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理念,根据实际情况

程变动认定程序以及技术的重视。第一,根据工程项目建设的实

建立清洁生产制度,加强对各项环节的管理,提高对绿色节能源

际情况确定变动认定的程序、认定内容、使用技术,明确工程变

材料的使用率,降低产品生产过程当中能源的消耗,降低污染物

动过程中需要申报的具体要求以及申报受理的情况,引导工程

的排放量。比如在喷漆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漆的利用效率,降低单

项目顺利的进行变动认定。第二,梳理无重大变动的行业,明确

位产品原材料的使用量。

工程项目变动的相关政策以及污染物排放过程中各项影响因素,

4 结束语

制定详细的变动清单,同时还需要制定总则性的重大变动认定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建设项目

文件,对工程项目建设的重大变动认定情况进行规范化管理。应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等,并且这些污染物

该明确重大变动以及非重大变动的环境评审文件编制的具体要

的排放并不符合我国相应的标准,这样就会严重污染到周围的

求,使工程项目变动的文件编制有据可依,并且加强对非重大变

环境,所以在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

动的认定管理。通过充分了解到工程项目,变动认定程序以及具

解决竣工环保验收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提高环保验

体的变动认定要求,能够更好的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建设项目的

收工作的执行效率。

变动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督管理。
3.5降低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在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的过程当中,降低排放浓度的方式
主要可以从源头控制以及末端治理两个方面进行。以VOCs治理
为例,在具体生产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降低污染物的
排放浓度。(1)从根本上降低。在项目建设的时候可以采用,产
生量过少或者是不产生废气污染的原材料。比如可以使用水性
漆代替有性漆降低VOCS的产量,使用清洁型能源代替污染物较
高的材料。(2)优化环保措施。在对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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