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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imply 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any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company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then suggests taking the measures to study
the pollu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formulating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the statistical staff. With these
steps w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and enhance the
normalization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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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说明了环境统计的重要性，指出企业在环境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采取产污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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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订环境统计制度、加强信息建设及外部沟通、加强人员培训等改进措施，以提高环境统计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使环境统计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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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环境统计是认识企业环境状况和检验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的主要指标，是企业环境保护的基础工
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环境污染和治理实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1]。环境统计工作可以为企业环境管
理和环境决策提供服务。而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由于环境统计工作本身具有资料收集繁琐，统计计算
复杂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督力度[2] [3]和企业重视程度、企业管理制度、经费及技
术等因素的制约[4]-[6]，企业环境统计工作质量参差不齐，造成对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和政府环保部门的
环境管理都带来一定的难度。结合实际环境统计工作，分析企业内部环境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简单易行的改进措施以提高环境统计的质量化。

2. 环境统计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可靠的质量保障体系
1) 污染源数据采集“源头”管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7]。环境统计报表的数据来源，尤其是对外排
污的数据应以监测计量数据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到计量设备和监测能力的限制而需要采取其他方法
[4] [8] [9]。同时由于企业给排水管网使用时间长，管网老化导致跑冒滴漏问题存在污水不能完全收集的
问题。
2) 环境统计过程缺乏统一规范[10]。由于环境统计设计行业和污染物多，对于非实测法进行环境统
计的计算参数提供的为区间值，对于具体企业来说，在进行环境统计时计算参数的选取直接影响到最后
的填报结果[9] [11]。例如国家规范推荐计算燃煤氮氧化物排放时，对于层燃炉，燃料中氮燃烧转化成氮
氧化物的转化率为 25%~50%，
采用 25%和 50%计算时结果会相差接近 1 倍，因此对于具体单个企业来说，
参数选择多大，需要单位内部进行统一规定，以避免造成填报数据的差异。
3) 环境统计报表的编制说明的台帐不完善[2]。环境统计报表的编制说明是帮助阅读和审查环境统计
报表，是环境统计的原始记录和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统计的基本情况，主要资料来源，重
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以及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不完善的环境统计报表编制说明的台帐会导致出现几个
方面问题。一是无法保证环境统计的过程的科学性，也对环境统计工作的复核监督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二是基层统计人员换岗退休等原因会使得后续统计衔接性不好，使得环境统计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2.2. 数据综合分析和开发利用薄弱
由于企业环境统计指标以及数据质量问题，就难以及时为环境管理提供定量化的依据[12]，且环境统
计数据综合分析处在较低水平，环境统计数据难以在环境决策中发挥较大作用。

3. 改进措施
环境统计工作的质量要提高，就需要建立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可控的质量控制体系，加强环境统计
的规范化化建设。参照国家相关统计标准、规范，需要从企业产污情况、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及统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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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几方面进行加强。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环境统计工作进行规范，以改进环境统计工
作。

3.1. 加强对企业产污工序的分析和研究
掌握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尤其是产生污染的工艺环节，明确企业污染因子是统计工作的关键[13]。企
业生产工艺流程是企业生产某种产品从原料的组织到产品获得的全过程。掌握主要产污工序，分析各环
节污染产生量及排放量是获得环境统计数据的基础，可以较为清晰的反映出企业实际的环境数据。企业
环境统计人员应加强对单位主要产污工序的分析和研究，在单位有新建及技改项目建设后，对项目的新
增或减少污染排放量做到心中有数，在环境统计中能反映出企业年度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

3.2. 制定企业环境统计制度
环境统计制度主要的内容为以下四方面。
1) 规定环境统计数据的采集和统计要求。如何保证统计数据质量，必须从源头抓起，要从统计产品
生产的源头，从原始记录、数据收集、整理、汇总、上报的全过程，从每一个统计指标的口径，包括范
围、取得渠道，指标来龙去脉，数据的采集操作制度化，以及建立健全原始记录。
2) 规定环境统计数据的计算方法。环境统计计算方法是环境统计的核心之一，直接影响到环境统计
的数据质量。目前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经验计算法，在实际中由于对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频次
低，污染源在线监测工作刚刚起步，监测数据对统计数据的支撑力度有限[14]，所以企业应根据情况合理
选择使用，使环境统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通过制定企业环境统计计算办法，以确保数据采集和计算
的同一性。企业统计计算办法主要设想和原理如下。
对废水排放量可分两类进行计算，对有废水计量装置的厂区可直接读取数据，对无废水计量装置厂
区实行经验估算法，由实际生产任务、主要排水车间及设备估算每次废水排放量，水中污染物浓度由实
际监测得到，根据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浓度计算出水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采用物料衡算法，可规定采用国家环保局印发的《燃料燃烧大气污染
物排放物料衡算办法》(暂行)中的计算公式，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燃料参数和锅炉实际安装的污染治
理设备参数进行确定，然后根据燃料消耗量进行核算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3) 规定环境统计报表必须编写报表编制说明
报表的编制说明主要内容应包括：环境统计的基本情况，主要资料来源，重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以
及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进行报表的编制说明及台帐工作可以提高环境统计过程的工作质量，同时也方
便环境统计过程查询、审核监督。
4) 规定环境统计的复核程序
规定环境统计必须进行复核，加强环境统计工作程序控制，确保数据质量。复核工作应从主要资料
来源、指标的计算方法、数据结果及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几方面入手。
制定企业环境统计制度后，环境统计工作可按照制度要求进行，环境统计工作也就有标准可依，会
极大地提高环境统计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3.3. 加快环境统计信息系统建设，大力提高环境统计信息分析能力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可先使用 Excel 进行计算，后续可考虑研究开发环境统计准专家软件系统作为
环境统计的辅助[15]，为统计数据计算、核查、汇总及分析提供技术支撑。这样可以提高环境统计的效率，
同时也可提高计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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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采集整理较完善的基础上，加强环境统计数据分析，主要可分析环境统计指标值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指标值与生产任务的关系，指标近几年发展趋势等，挖掘数据内涵，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研
究，真正使环境统计结果能及时反映企业有关环境保护的实际执行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
依据[16]。

3.4. 加强环保统计业务相关部门间沟通
企业环境统计涉及统计部门及相关基层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强沟通，统计部门要及时传达
统计政策及要求，同时各基层部门要准确反馈信息。

3.5. 加强业务培训，对环境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明确要求
加强对环境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按计划组织业务的学习，使环境统计人员熟练运用统计调查手段，
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能力，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4. 设想
环境统计工作复杂繁琐，对企业而言除了上述的简单可行的改进措施外，可以考虑加强基础计量设
备和手段建设，以进一步提高环境统计数据质量。

4.1. 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及计量监测能力的建设
在生产中通过技术改造项目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建设，增加资源能源消耗量及污染排放量的计量
监测设备和手段，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4.2. 加强对重点用水、用能和重点排污工序和设备的调查
开展对重点用水、用能和重点排污工序和设备的调查，查明实际能耗水耗及排污情况，以便进一步
提高环境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同时，重点用水用能和排污工艺和设备也是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获
得基础数据，可为后续环境决策和污染治理改造做好基础。

5. 结论
针对企业环境统计存在的问题，提出采取加强产污工序研究、制订环境统计制度、加强信息建设及
外部沟通、加强人员培训、加强计量设备建设及开展重点排污设备的调查等措施，可进一步提高环境数
据的准确性，增强企业环境统计能力。
随着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不断加强，企业需要加强环境统计质量以实现环境统计的科学化、规范化，
确保环境统计资料客观实际，符合规定要求，提高统计结论的真实性、可信度将是企业环境统计发展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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