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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来了
“黄马甲”！

5月23日晌午，热，室外温度
约35℃。

曾志云和同事李建涛、吴佩
佩身穿亮黄色马甲式工作服，准
时出现在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海口高新
区）内。

“亮黄色马甲！”康迪电动汽
车（海南）有限公司制造部部长王
卫兴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墣锦
环境公司的‘环保管家’，园区管
委会聘请的，经常走访企业。”按
约定，当天“环保管家”们需要在
康迪厂区里进行定期的现场环保
核查，记录危废管理等信息。

时间如果倒回到半年多前，
对于王卫兴来说，“环保管家”还
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去年9月，海口高新区管委会
在全省率先引进墣锦环境工程
（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墣锦
环境）作为园区的“环保管家”。3
个月后，高新区“环保管家”服务
站揭牌设立，这也标志着全省首
例以购买第三方服务聘请的“环
保管家”正式入驻高新区。

“高新区作为生产性企业的聚
集区，引入专业化队伍，可快速提
升园区专业化环境监管能力和水
平，也有利于推动我们工作变‘被
动’为‘主动’，及时发现并解决一
些环境隐患问题。”海口高新区管
委会环保科有关负责人洪建辉认
为，评价这一举措，需要从多个维
度来分析。

实际上，“环保管家”作为一
个新概念在2016年被原环境保
护部明确提出，旨在突破传统单
一的环境管理形式，提供综合化
的环境管理服务。由此，这一概
念在业界被日渐熟知和应用。

3年时间过去，“环保管家”在
全国各地的产业园区、企业或行
业内有着不同的落地形式。

“高新区内有百来家企业，各
企业自身环保能力建设参差不
齐，‘环保管家’这一形式可以辅
助园区降低环境风险和管理成
本。”到海口高新区工作之前，洪
建辉曾长期在东方工业园区任
职，工业园区是其熟悉的工作领
域。在他看来，工业园区企业对

“环保管家”的需求，主要体现在
“环境审批工作的协助、污染防治
措施的实施、环保监察工作的推
进”等三方面。

有了“环保管家”就意味着企业高枕无忧了吗？
显然不是。

“‘环保管家’是近几年兴起的模式，大家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我们的定位是对委托单位、园区管委
会负责，来协助企业加强自身环保管理水平。”宋小毛
坦言，并且他们也需要界定服务边界，并非是“万能膏
药”和事事包办。

王卫兴对这一问题也有着自己的认识。“‘环保管
家’提供了另一双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专业‘眼
睛’，这能让我们更专注于生产，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
以当甩手掌柜，环保主体责任还是企业自身。”

在采访中不难发现，部分企业环保意识不足、环保
处理基础设施“缺位”是不少产业园区存在的通病。如
果把环保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当作是“硬件”条件，那产
业园区环境管理和服务能力则是“软件”条件。

去年年初，原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曾下达了自成立
以来的首张“限批令”——对东方市工业园区实施时
限为6个月的区域限批。限批的原因是，该园区没有
按规定建成治污设施。

“此前，环保部门曾多次督促指导，要求加快东方
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但推进效果有限。”

省生态环境厅水环境管理处负责人陈清波介绍，工业
园区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相关配套建设，是国家
和省里下达的任务安排，逾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
批和核准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

“限批期间，暂停东方工业园区内除民生工程、基
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等之外的新增排放水污
染物的新、扩、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
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处负责人符朝辉表示，环
评审批是项目落地的必备“通行证”，没有环评，项目
就不得开工建设。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主管部门遇上“环保管家”
应该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环保管
家’，能够有效克服园区企业众多、环保任务繁重但管
理人员配备不足、管理成本高等突出问题，打破以前
单一的企业和政府两方格局，形成社会共治，提高环
境治理水平。”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表示，这种形式并
不让渡政府部门行政职能。加强产业园区的环境管
理，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切实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解决一些地方环保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
起来“挂空挡”的问题。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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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坐标

“这样定期核查，不少之前我们本身觉得不是问
题、但不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隐患就会被及时指出、
及时纠正。”

在当天核查结束后，王卫兴一边走出厂房一边
说，无论是从把握政策前瞻性、准确性上，还是从环保
设备建设维护或者从日常污染防治上，“环保管家”对
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环保管家”为何能带来如此感受？“管家”们究竟
都能做些啥？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看得见和看不见
的改变？

“其实直白来讲，‘环保管家’对园区企业就类似
于医生、工程师、律师和顾问的角色。”宋小毛认为，

“环保管家”关键作用之一，是对事先、事中、事后的全
过程把控，协助园区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做
到更规范、更专业，降低企业环保违法风险。

宋小毛解释，所谓“医生”是通过现场环保核查等

工作来实现常态化的“体检”和“问诊”，及时向企业提
出预警和针对性措施，以此避免环境事故的发生；“工
程师”的作用，源于“环保管家”在水、气、声、土各专业
都有可靠的技术支撑；而类似“律师和顾问”的角色，
则是因为有些企业缺乏对政策、信息的掌握，就需要
第三方“外脑”帮助，提供关于合规守法生产的咨询服
务，以及对环保政策解读、组织标准相关培训等。

从项目立项、规划选址、环境影响评价到场地环
境调查与治理修复、环境监理及排污许可等全流程的
技术咨询服务，再到环境风险管控、污染物达标排放
……身为“管家”，操心的事儿有不少。

成为高新区“环保管家”这半年来，墣锦环境已
完成园区157家企业的环保全面核查和分级分类，
13家危废重点监管企业的危废现场专项核查与评分
工作；并在每季度定期对17家一类企业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

今年5月5日省委
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自
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园区
专题会议，强调高水平
规划建设管理园区，让
项目进园区，让园区“说
了算”。近日，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要求，把一流园区
作为加快探索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重要载体。

高水平规划建设管
理园区，离不开补齐产
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及环境管理的短板。
作为解决园区环境管理
短板问题的新探索，“环
保管家”旨在为工业园
区或企业提供一站式环
保托管服务，统筹解决
企业环境问题。其成效
如何，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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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管家——这是一个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
去年年底，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我省首个试点开展“环保管家”服务站工作的产业园区。
所谓“环保管家”，就是为工业园区或企业提供一站式环保托管服务，统筹解决企业环境问题。该

方式是解决园区环境管理短板问题的新探索。当园区企业引入“环保管家”，可谓体验上了保姆式服
务，既能专心生产，又能安心将环保问题交给专家来打理。

那“环保管家”都能做些啥？有了“环保管家”是否就意味着高枕无忧？当部门遇上“环保管家”，又
将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希望通过对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管家”服务站案例
分析，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和经验。

医生
通过现场环保核查等工作
来实现常态化的“体检”和
“问诊”，及时向企业提出
预警和针对性措施，以此
避免环境事故的发生

工程师
“环保管家”在
水、气、声、土各
专业都有可靠的
技术支撑

律师和顾问
有些企业缺乏对政策的掌
握，需“环保管家”帮助，提
供关于合规守法生产的咨
询服务以及对环保政策解
读、组织标准相关培训等

担心他们是专门来挑刺的……

解决这些需求，既是曾志云等“环保管家”们专
攻专长的事项，也是王卫兴日常关心的问题。

“以前经常担心危废怎么处理、污水排放监测系
统要如何建等类似的难题，而‘环保管家’进驻后，我
们少了很多烦恼。”王卫兴主管公司环保工作，他坦
言，企业生产建设中往往容易忽略掉环保问题，而他
们遇到问题时总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除了存在“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也不知道该怎
么做好”的尴尬外，在没有和“环保管家”接触之前，
园区内一部分企业还曾存在怀疑和抗拒的心态。

“一开始，我们担心像这种时不时现场核查的方
式是专门来挑刺，是来查我们环保工作短处的。”高
新区内某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有关负责人说，今年
年初，穿着“亮黄色马甲”的“环保管家”刚入驻园区
不久，在联系开展工作时，企业总会有所推托，不愿
接受。

盖子被掀开的过程，需要耐心，还需要灵活合适
的途径。

“我们与园区管委会讨论策划，及时推出专题性
的环保技术沙龙、下午茶等活动，邀请省内的行业专
家和园区的企业代表共同参与，以轻松的方式进行
面对面沟通。”墣锦环境技术总监宋小毛说，换一种
沟通方式，或就可以有效地让部分企业态度发生转

变，让他们从最初怀疑转变为逐渐参与。
“他们组织第一场沙龙活动时，我去参加了，现

场人挺多的。”上述企业有关负责人说，大家一起讨
论的环评、竣工环保验收、在线监测系统维护等话题
都很有实用性，他现如今看到“亮黄色马甲”也越来
越习以为常。

在打破陌生感、吸引企业积极参与上下功夫只
是一方面，“环保管家”另一工作目标是要走进企业、
真正了解和掌握园区内各家企业的环境管理“健康
体检报告”。

曾志云和同事李建涛、吴佩佩日常工作中要完
成的一项“作业”，就是搜集所有关于这份“健康体检
报告”的信息。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规范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加
快安装、危废暂存情况……”5月23日，在康迪汽车
总装车间里，闷热的天气，让曾志云额头上汗珠不断
从安全帽边沿沁出。这位墣锦环境“环保管家”部的
副经理，正在填写《园区企业运营期现场环保核查记
录表》。

这间占地2.7万平方米的车间，曾志云和同事来
过不止一次。每次来，她和李建涛、吴佩佩都会分工
协作，核查厂区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在线监测设施落
实安装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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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排放是否达标……
诸多环保问题

从此有了专人处理
这个“环保管家”的能耐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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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了“环保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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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管家”为企业提
供环保检查等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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