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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投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成本来进
行大气污染治理，环保行业一度上升为热门行业。

我国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全球变暖、水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海洋
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
问题，政府等部门出计献策抑制环境继续恶化。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美丽中国为目
标，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经济与环境统一，治理效果
成为唯一目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代表的两山论。十九大
集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2015年4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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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愿景，为后续政策的
制定明确了方向。2016年3月发改委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将环境保护做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关
注领域，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和生态治理修复成套技术，加
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从法律层面对相关企业进行法律约束以实现对环境保护工作的
推动。

至2017年4月10日，环保部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对改善环境质量、防
范环境风险的积极作用。国家层面政策推进为各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和相关机构的政策落实明确了方向，制定了政策约束。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
本之策。要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

2021年6月，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在《关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鼓励各地组建多种类型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织，
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合会等行业组织。加强对生态
环境志愿服务组织的培育扶持，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培育、项目资助等
方式，建设一批枢纽型、支持型、社会影响力强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
织。支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织通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积极参加公益
创业和公益创投、争取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等多种途径，妥善解决志愿
服务运营成本问题，增强组织造血功能。

二、环保政策对便携式氨氮分析仪行业影响分析

进入21世纪，全球环保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成为支撑产业
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力量，并正在成为许多中国革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
重要目标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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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国
家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对环保
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进入“十三五”以来，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节能减排综合方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意见和措施的
制定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壮大，给行业内的一批
技术先进、机制灵活的市场化环保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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