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

[６]

[７]

[８]

[９]

[10]

[11]

[12]

[13]

[14]

[1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144-14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14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169

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338

黑格尔. 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

340-341

科学管理

医疗机构是城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袁在

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遥 随着

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袁人口的聚集袁城市对医疗机

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袁 但医疗机构在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的同时袁 所产生的医疗废水尧 医疗垃

圾尧 辐射污染可能会对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产生

潜在危害 [2]遥 因此袁政府各级部门尧医疗机构尧建设

单位及验收监测单位均需要重视医疗机构的竣工

环保验收工作袁 要充分发挥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工作的作用袁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对医疗机构建设

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尧 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

的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监测袁 评估建设项目

运行后对环境的影响是否符合环境保护监管要求袁
并提出医疗机构应采取环境保护的改进措施[3]遥 基于

医疗机构在群众生活中的重要性袁 对环境影响的特

殊性袁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更应该受

到额外的重视[4]遥 要做细做好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袁 提高医疗机构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质量袁 提高医疗机构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

针对性袁减少验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遥 在前期医疗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工作几点思考

李术标

列宁.卡尔马克思

列宁全集，1990

马天.从数学观点看物理世界 - 基本粒子与统一场理

论，科学出版社，2014

薛晓舟.量子真空物理导引，科学出版社，2018

范洪义，吕翠红.量子力学的相空间理论，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2

曾尔曼.量子政治经济学原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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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竣工环保验收的基础上袁 按照验收流程各环

节进行思考和总结袁 以便对今后医疗机构竣工环

保验收工作提供借鉴袁 把医疗机构产生的环境影

响和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袁 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居

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遥
医疗机构分类及特点

医疗机构指从事疾病诊断尧治疗活动的医院尧
专科防治院渊所尧站冤尧社区医疗尧卫生院渊所尧站冤尧
急救中心及疗养院等[5]袁且必须具有叶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曳遥 医疗机构按照其性质划分袁可分为综

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尧美容医院尧卫生院渊所冤和诊所

三类遥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袁综合医院也称全科医

院袁其建设项目包括门诊部尧保障系统尧急诊部尧医
技科室尧住院部尧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等设施

构成袁 主要功能为满足周边地区居民的就医需求

和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6]曰专科医院是指只做

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医学分科的医院[7]袁专科医院

可以简单分为内科和外科袁也可以进一步细分袁如
内科可分为消化内科尧心血管内科尧神经内科及肿

瘤科等袁外科可分为普通外科尧肝胆外科尧矫形外

科尧整形科及显微外科等遥 美容医院袁是指对人体

的面部及身体的某些部位的改造修复袁 主要依靠

药物尧手术等医疗方式来进行袁以此达到提升美感

和颜值的目的[8]遥 卫生院渊所冤和诊所袁卫生院是乡

镇设立的一种卫生护理和医疗治疗的综合机构[9]遥
诊所泛指规模较小的医疗机构袁 多为私人创办的

诊治病人的场所遥 在厦门地区袁综合医院和专科医

院共有 28 家袁美容医院共有 10 家袁卫生所和诊所

共有 1424 家袁其各自所占比例见图 1遥

本文以厦门市海沧医院尧厦门美莱医疗美容医

院尧 厦门思明万家悦享中心门诊部三家不同类型

医疗机构为基础袁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分析袁并对今

后改进医疗机构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做出若干思

考遥
医疗机构竣工环保验收流程

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依据是环境管理制度

对医疗结构主体工程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

行验收袁 是对工程项目进行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

工作遥 结合竣工环保验收相关要求袁需要收集工程

设计资料袁可行性资料袁环评文件和批复以及进行

现场勘查袁并在此基础上编制环保验收监测方案袁
对项目建设情况尧污染源及治理措施尧环境管理尧
公众调查尧 验收监测及排放标准等工作进行验收[10]袁
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异常问题及时改进袁 最终编制

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渊表冤, 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程序如图 2 所示遥

科学管理

图 1 厦门市三类医疗机构数量比例图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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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工作程序

科学管理

医疗机构环保验收各阶段分析
1.医疗机构验收资料收集

在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

前期袁需要对项目的设计资料尧环评文件尧工程内

容等资料进行收集袁 比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尧立项批复尧地理位

置图等遥 前期资料的收集是做好竣工环保验收工

作的前提袁在收集这些资料时一定要做到细心尧耐
心尧全面遥 这些资料不仅是后续工作的支撑袁而且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袁 可以迅速确定项目主要污染

环节尧需要到达的环保要求袁使验收工作的目标更

明确袁验收过程针对性更强袁能为后续的验收工作

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11]遥 同时袁在医疗机构竣工环

保验收过程中袁要依据医疗机构自身的特点袁着重

收集有关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尧消毒情况袁污泥

产生台账尧 污泥委托处理处置协议及受委托方的

资质证明文件袁 医疗废物的存放尧 处理及处置情

况袁医疗废物处置协议尧受委托方的资质证明文件

以及相关辐射源的管理和处置资料遥
2.医疗机构验收现场勘查

竣工环保验收现场勘查就是通过对项目进行

现场查看的方式袁对医疗机构工程完成情况尧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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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情况和污染排放情况进行检查遥 由于医

疗机构项目污染源较多袁在现场勘查前袁可以针对

医疗机构项目的特征污染物和主要产物环节列出

详细的踏勘清单袁在踏勘清单的指引下袁现场踏勘

人员根据前期收集的设计文件尧 环评文件和环评

批复文件等资料与医疗机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

进行对比遥 现场踏勘人员逐一对医疗机构环评报

告文件里的床位数尧 辐射源尧 主要污染物及其特

性尧污染物产生量尧污染排放规律尧排放周期尧污染

处理工艺尧污染处理能力进行详细了解和记录袁并
通过勘查明确医疗机构主要验收监测因子[12]遥确定

的验收监测因子必须要能客观真实反映出医疗结

构项目污染的主要特征[13]遥由于综合医院和部分专

科医院存在放射性污染源袁 因此在现场勘查时要

特别注意放射性污染源防护距离问题以及放射污

染源处置方案遥 此外袁如果医疗机构建设项目的环

保配套设施没有完全建成时袁 危险废物临时贮存

设施和医疗废物的处置协议没有符合要求时袁医
疗机构必须按照相关环保要求进行整改袁 等整改

完成后再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竣工环保验收申

请遥
3.医疗机构验收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的编制是医疗机构竣工验收的一个

重要步骤遥 根据前期收集的资料及现场勘查结果袁
确定验收执行的标准尧 验收的范围和内容以及验

收监测内容袁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验收监测方案遥 监

测方案主要由工程概况尧污染源及治理措施尧验收

评价标准尧验收监测内容尧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尧
环境管理检查尧公众意见调查等部分组成[14]遥 在进

行监测方案编写过程中袁 要依据医疗机构的环评

文件及环保部门的批复要求袁 有针对性地制定相

应监测方案袁以确保监测方案的科学尧合理性遥 完

整的监测方案能为后续的监测工作和环保验收监

测报告的编制打下较好的基础遥
在编制医疗机构项目监测方案时袁 需要重点

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遥 一是要合理确定监测

范围和监测点位布置遥 采取最少的监测断面得到

最全面的数据信息袁 监测范围和监测点位均需包

含整个医疗机构建设项目袁不可遗漏袁不可过于片

面袁只有充分考虑监测点位的布置袁监测得到的数

据才会科学合理[15]遥二是重点关注治理设施的运行

情况遥 对于不同的污染源袁治理措施的选择是否合

理袁治理设施运行是否稳定袁污染物处理后是否能

够符合验收评价标准袁是否能够合理达标排放遥 三

是验收评价标准的选择遥 不同地区不同功能区均

有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袁 工作人员在编制监测方

案时袁 务必根据医疗机构所属区域选择适合环境

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袁切不可盲目套用遥 四

是要注重公众意见调查遥 公众意见调查往往是医

疗机构环保验收中最不受重视的一项袁 然而其重

要性却不可忽视袁因此袁在医疗结构环境竣工验收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按照公众参与要求袁 做好做实

公众参与事项袁 把公众的意见体现在后续的监测

报告中袁并在报告中提出改正措施袁充分发挥公众

在医疗机构竣工环保验收中的作用遥
4.医疗机构验收监测

对于现场监测人员袁 首先要严格按照竣工环

保验收监测相关的程序实施监测遥 监测前袁监测人

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袁明确监测目的尧监测内容尧
频率及需要注意事项[16]袁制定出监测路线袁监测人

员要做好监测设备和实验室的准备遥 监测时袁现场

监测负责人要对现场监测进行合理安排袁 实现对

监测人员尧监测内容尧监测时间的合理配置袁若监

测过程中发生变化或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反馈遥
监测时首先要对医疗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袁
确认医疗机构运行工况是否满足验收条件遥 满足

验收条件后再按照监测计划进行监测[17]袁对采样尧
监测过程包括采样时间袁 采样点位的经纬度等信

息进行详细记录袁 同时要对医疗机构的环保设备

的运行情况进行记录袁 收集其正常运行下的数据[18]遥
在现场监测过程中对于环评批复提及的要点袁 现场

监测人员应该重点关注并进行核查和监测遥 此外袁
在对医疗机构监测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针对噪音

的监测袁因为病人需要安静的休息疗养环境遥 如果

是医疗设备本身产生的振动或噪声过大袁 要选择

较好的减震减噪措施来削减噪声对病人的影响袁
同时在医院人群集中的区域设置醒目的提示牌袁
提醒人们注意控制声音袁不要在医院大声喧哗遥

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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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疗机构验收技术报告编制

验收技术报告的编制袁 是对整个验收工作的

汇总袁是全面可靠的技术文案袁也是以后的环境检

查中非常重要的文件资料遥 编制技术报告的人员

应秉持认真尧科学尧公正的态度去完成编制任务[19]遥
医疗机构监测报告在编制过程中袁 还应注重以下

几个问题院 一是加强对监测期间医疗机构项目环

保设施及运行情况的分析袁 判断环保设施是否符

合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袁 环保设施是否能稳定运

行袁确保污染物排放能达到相关要求遥 二是本着公

平尧 公正的原则依据监测方案对环保管理的各项

内容进行详细检查袁 对建设项目环保管理不足部

分提出整改意见遥 三是废水尧废气尧噪声尧固体废

物尧危险废物产生和排放的实际情况袁在报告中要

如实体现袁对于超标或不符合指标的情况袁如实在

验收技术报告中体现袁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袁如
果是改扩建项目袁在验收技术报告中袁还应特别注

意总量控制尧野以新带老冶的执行情况[20]遥 四是在验

收技术报告中要广泛收集建设项目周围居民意

见袁充分体现周围群众对建设项目的反馈意见遥 五

是竣工验收报告书结论要明确袁 提出的建议和整

改措施要有针对性袁 使整个验收技术报告不仅具

有可操作性袁 能够有效地发挥竣工环保验收制度

的作用遥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袁 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的不

断增长袁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袁但由医疗

行业特殊性袁医疗机构产生的污染物对环境尧公众

等环境敏感目标存在较大影响遥 医疗机构作为医

疗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责任主体袁 需要切实

按照竣工环保验收规范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服务

机构对医疗机构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袁编
制好竣工环保验收技术报告袁 并强化事后对医疗

机构环保设施和管理制度的监管工作袁 充分发挥

竣工环保验收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袁 切实保

护生态环境袁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遥
（作者单位：厦门联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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