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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在企业绿色化战略发展中的研讨 

戈 戎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全椒 

【摘要】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和经济市场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就需

要结合市场的发展需要。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相关人员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种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措施就开始推进，所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就遵循绿色化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就需要相关企

业将环保工程纳入到绿色发展战略中，并将其作为发展方向。本文就从环保工程入手，浅谈其在绿色化战

略中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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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nterprises,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conomic market, s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needs to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marke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elevant personnel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various measures conduciv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gin to promote, so the 
enterprises will follow the green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relevant enterprises need to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s in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ake them a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 and discusses its promotion in 
the gree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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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保工程作为针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工程

作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生态的治理，已经成

为现阶段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而且在可持续发展

战略逐渐落实的今天，各个企业都制定出了绿色化

发展战略，以便于在保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性

的作业。而在绿色化的发展过程中，环保工程作为

针对环境进行保护的工程，也就成为企业绿色化战

略的重要手段，需要相关企业将其纳入到企业绿色

发展过程中。然而实际的作业过程中，无论是企业

的绿色化发展战略还是环保工程，涉及面均较为广

泛，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的融合就具有一

定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环保功能的发挥。在此

基础上，就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环保工程以及绿色

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保证二者的顺利进行。 
1 环保工程与企业绿色化战略发展概述 
环保工程是指特定为环境保护所做的工程，以

某组设想目标为依据，应用有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手段，通过一群人的有组织活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

其内容主要包括大气污染防治工程、水污染防治工

程、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利用工程、噪声控制工程等。

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环保工程已经成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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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保证企业的经济效

益，还能够减少企业作业环节的环境污染，实现对

环境的保护，十分契合企业绿色战略的发展。所谓

绿色战略，是指企业根据其所处的、包括“绿色浪潮”
在内的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的经营条件，为实现企

业生存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绿色化，而对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达到目标

的途径和手段等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总体谋划。从

实践角度看，绿色战略就是指企业在绿色经营观指

导下，对企业进行绿色开发、实施绿色生产、开展

绿色营销和培育绿色企业文化的总体规划[1]。实施

绿色战略管理既可使企业获得综合的环境效益，又

可减少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实际的作业过程中，

企业绿色化战略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资源的合

理配置，有效缓释资源稀缺对人类发展带来的压力，

从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落实。所以环保工程在企业

绿色化战略中的推进已经成为必然。 
2 环保工程在企业绿色化战略发展中的重要性 
2.1 针对企业进行风险管理 
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各个企业虽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由

于经济市场的变动较为频繁，相关企业在进行作业

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经济方面的风险，一定程度

上影响企业的发展。而且在绿色化战略的发展过程

中，企业除了需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发展之外，还需

要兼顾企业的环保职能，进一步制约企业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企业就很容易出现经济风险，影响企

业的发展。将环保工程融入到企业的绿色发展过程

中，就实现了企业发展和环保工程的结合，企业的

相关人员就可以对市场环境现状及变化情况进行深

入投资前调研分析，实施中过程控制，形成制度化

决策程序要求。并且在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状况的基

础上结合企业的发展实际确定投资考量指标，做好

投资备选方案。这样一来，企业在进行绿色化发展

的过程中就能够通过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评估制度

进行投资风险的规避，以实现企业的发展。 
2.2 降低企业的成本 
企业作为经济性的组织机构，以经济效益为主

要发展目标。但是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其需

要结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保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

经济效益的提升，就具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实际的

发展过程中就具有一定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企

业的发展。将环保工程纳入到企业的绿色化发展战

略中，就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而且还

能够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首先是成本方面的

控制，相较于传统的企业工程来说，环保工程由于

需要实现绿色化，所以作业环节就要求相关人员在

作业过程中实现材料的节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材料方面的成本。而且环保工程会使用先进的施

工材料进行作业，这些材料相较于传统的建筑材料

来说更加经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材料的成

本[2]；其次是理念方面的培养，环保工程实际的发

展过程中还带来了节能环保的生产理念，所以企业

实际的作业过程中就会应用环保工程，从而帮助企

业的生产设计合理的规划，也能够让企业依据市场

对该产品的需求采购适量的生产材料；然后就是渠

道的优化，环保工程还能够与市场上产品质量较高

而且经济性较强的生产商进行联系，降低材料购置

方面的花费，优化渠道选择。 
2.3 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现阶段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各个企业都需要

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而绿

色发展理念作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关键，企业在进

行绿色作业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问题，影响企业的

发展，还会造成企业资源浪费的问题，进而导致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逐渐增高。所以实际的发展

过程中要想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就需要将环保工程

融入到企业绿色化发展战略中，为企业的发展制定

相关规范。 
3 环保工程在企业绿色化战略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环保工程与企业绿色发展

战略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企业的现代化发展，

但是其具体的落实环节却还存在一定的隐患，就需

要相关人员加强对问题的研究， 
3.1 意识方面的问题 
意识作为人员活动的引导，直接决定人员的各

项作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部分领导人员就缺

乏环保方面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环保工程在企

业绿色发展战略中的推进。首先，企业的领导人员

没有认识到企业发展环节环保工程与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要性，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追

求，忽视了对环保建筑的推进，就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企业的发展；其次是作业人员的意识问题，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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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以及绿色发展战略在企业中的应用时间较

短，所以相关人员对于绿色发展战略的认知就不够

具体[3]。所以相关人员在进行环保工程作业的过程

中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影响作业的顺利进行。 
3.2 技术方面的问题 
相较于传统的企业发展流程来说，绿色发展战

略下的环保工程技术性更强，相关企业不仅需要在

发展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益，还需要对环境进行保护。

但是现阶段的企业往往对于环保工程的作业技术较

为忽视，没有建立起专业的技术培训机构，在人员

聘请环节也忽视了对环保的要求。这就导致企业的

工作人员不具备进行环保工程的条件，从而影响企

业绿色发展战略的落实。此外，部分企业的领导人

员对于环保工程与绿色发展战略也较为忽视，所以

实际的作业过程中也缺乏新技术的以及新设备的引

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绿色发展战略的落实。 
3.3 政策方面的问题 
环保作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仅仅由企

业进行落实，政府也需要在该环节为其提供政策以

及资金方面的支持。但是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部分

地区的政府却忽视了对环保工程的重视，没有结合

企业的发展实际对其进行政策支持，就导致相关企

业在进行环保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缺乏规范，一定程

度上影响企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此外，由于各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再加上环保工程以及

绿色发展战略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部分企业往往

无力开展相关作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业的

落实。 
4 环保工程在企业绿色化战略发展中的应用 
环保工程与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之间关系密切，

一方面环保工程是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手段，相关

企业可以通过环保工程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的落实，

一方面绿色发展战略又为环保工程的实施提供指导

并规定方向。所以在进行二者的融合环节就具有很

强的技术性，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其的重视。 
4.1 遵循作业原则 
相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环保工程还是

绿色发展战略，具体实行过程中都需要遵循一定的

原则。首先是环保设计原则，就是说在环保工程设

计的过程中应用绿色环保理念，需要满足现代化社

会的发展需求，在强化自身设计水平的同时对科学

的设计理念进行融合。要求相关人员在实际的发展

过程中以新型设计角度和模式为落脚点，然后结合

环境保护的相关需要，从而对环保工程进行空间布

局方面的分析，实现其和绿色发展的融合；其次是

最优化环境管理原则，无论是环保工程还是绿色化

发展战略，都要求企业加强对环保的重视，所以实

际的作业过程中就需要相关人员秉持优化理念，最

大化地减少环境污染。工作人员实际作业环节可以

通过运用绿色环保施工材料、结合现场施工状况制

定科学的作业策略以及积极建构完整的监督管控措

施等手段，在减少原材料浪费的基础上实现环境保

护；然后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在环保工程设计项目

中，要想真正发挥绿色环保理念的优势，就要积极

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关人员需要满足用户的工

程设计需求，在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

作业[4]。 
4.2 加强宣传，培养企业领导人员的意识 
环保工程以及绿色发展战略都需要企业领导人

员进行管理，所以领导人员的意识就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绿色发展的实现。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强宣

传力度，积极践行系统化监督管控措施，并且充分

调动媒体的力量，在当地宣传环保工作和环保理念

的重要性，利用相应的宣传活动提高领导人员对环

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这样才能够为环保工程的发展

与落实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工作人员

的意识，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张贴宣

传标语以及组织座谈会等形式，向员工传达环保的

重要性，从而激发员工对环保工程的重视程度，一

定程度上推动企业绿色战略的发展。 
4.3 完善规章制度 
制度是相关作业能够落实的保障，实际的作业

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领导职能，结合当地企业发

展实际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制定出各种政策，并且

针对环保工程企业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尽可能地

减少企业作业的审批流程，推动企业的发展。此外，

针对中小型企业来说，由于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在进行环保工程以及绿色发展战略落实的过程中就

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不影响市场

经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资金方面的援助，一定程度

上推进环保工程的推进[5]。然后是企业内部的制度

完善，企业需要建立起责任落实制度，将环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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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进行细分并且落实到每一个人员身上。然后

再建立起赏罚机制，通过奖励以及惩罚激发起工作

人员的责任感以及作业积极性。 
结语 
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十分

严重，所以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社会的重点关注对象。

而企业作为现阶段社会发展重要经济机构，也就成

为环境保护的关键，就需要在企业中推进环保工程

以及绿色发展略的落实，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但是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环保工程具有很强的

技术性，企业绿色发展战略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

再加上社会经济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环保工

程与企业绿色发展略的落实就存在一些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企业环境保护功能的发挥。在此基础上，

就需要相关人员通过完善制度、加强宣传、转变人

员意识以及遵循相关原则谋生手段，推进环保工程

的落实以及企业绿色发展策略的推进，这样才能够

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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