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文件
甘监协发〔2021〕01 号

关于取消 2020 年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年会

通 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甘肃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要求，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决定取消 2020 年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年会。

附件: 1.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0 年工作报告

2.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0 年财务审计报告

3.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1 年 01 月 08 日



附件 1：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0 年工作报告

2020 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新的风险与挑战层

出不穷，但中国都坚定不移地走了过来。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在受疫情

影响的情况下，协会在省生态环境厅、省民政厅、各副会长单位、理事单

位及会员单位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 2020 年的工作。

一、认真落实省民政厅关于《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和《关

于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集中公示的通知》的重要举措

协会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以来，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协

会章程》、《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关于组织开展行业协

会商会收费信息集中公示的通知》，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按要求进

行数据更新，及时反映协会的收费及费用支出情况，接受登记管理机关、

行业管理部门、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及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监督。在立

足本职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了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

二、招募新会员

会员队伍不断壮大，在 2019 年拥有 54 家会员单位的基础上，新招

募 16家会员单位，现在成为拥有 70家会员单位的大家庭。同时欢迎更多

的同行业单位加入到我们的协会组织中来。

新入会的会员单位：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

平凉天雨水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新康环保产业监测服务有限公司

西北矿冶研究院

甘肃澈明水质检测有限公司

甘肃泓泉生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甘肃易坤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华科安全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海慧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甘肃众仁检验检测中心

甘肃领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甘肃西部诚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核工业武威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张掖市矿产勘查院测试中心

三、参加全国首届环境监（检）测协会标准化工作会议

协会于 2020年 5月 16日-17日参加了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全国首

届环境监（检）测协会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实现环境监测行业

标准化、规范化，为全国各省级环境监测协会标准化战略合作搭建桥

梁纽带，为环境监测行业建立职业技能新标准。此次会议为实现环境

监测行业标准化，拉近各省级环境监测协会标准化战略合作关系，共



创环境监测行业美好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开展《甘肃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评估专家》推荐工作

根据甘肃省环境生态厅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甘肃省深化环境检

测改革提高环境检测实施方案》，适应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工作需要，

拟组建甘肃省生态环境检测数据质量评估委员会，开展环境监测数据第三

方评估。协会于 2020 年 5月 29 日根据会员单位推荐情况，将《甘肃省生

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评估专家情况表》上报甘肃省生态厅监测处。

五、开展人员分离、机构脱钩工作

根据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开展人员分离工作

的通知》认真落实行业各会员单位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

手续的公务员兼职、退（离）休领导干部兼职情况，经摸底排查，我协会

不存在此情况。按照《甘肃省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工作方案》（甘发改体改[2019]800 号）有关要求，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取消

与协会的主管关系，协会为脱钩单位。

六、开展国有和非国有资产、行政办公用房的清查工作

根据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脱钩相关要求，协会对资产财务、办公用房

进行了清查，我会固定资产 23.8 万元，主要包括车辆、办公设施，不涉

及国有固定资产。我会流动资产 14.5 万，不涉及国有流动资产。我会目

前办公地址在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方盛大厦 2205 室，系租用房，不存在

占用行政办公用房问题。

七、举办“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为搭建高校毕业生实习、就业与企业人才需求桥梁，更好地为会员单

位及高校毕业生提供高质量实习、就业服务，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联合兰

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于2020年7月10日在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

院图书馆大厅（兰州市城关区窦家山 36号）举办了“2021 兰州资源环境

职业技术学院环保专业实习及就业专场招聘会”

八、开展 2020 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书法征集活动

协会在 2020 年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举办了“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

者”“绿色语言”书法征集活动。为进一步诠释和表现生态文明主题，推

动落实“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激励会员单位广大书法

爱好者创作符合当前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富有时代特征和本土特色，号召、

反映并倡导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题旋律的书法作品。

九、派专家参加兰州市 2020 年下半年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例行检查工作

应兰州市生态环境局邀请，我协会特派两名专家参加了兰州市生态环

境局开展的 2020 年下半年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例行检查，对被检查机构

进行技术方面进行督促。指导并要求环境监测机构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实现环境监测数据全面、正确、客观、真实为目标。

十、 协会 2021 年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强化协会建设

一是完善制度，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在加强党领导下的协会，以更

加求真务实的作风和扎实有效的措施，全力推进协会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继续积极招募新会员，扩大会员单位覆盖面，在现有会员单位基

础上，壮大协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三是加强对外沟通交流：



1、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虚心学习其他省协会的管理经验和做法，

融会贯通，打造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独有的服务特色。

2、加强与其他省协会联系与沟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与“环境监

测人员全国统一体培训管理联合体共建项目”，服务环境检测行业发展，

推动环境检测行业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和行业自律。

（二）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服务内容

一是开展分级服务，加强会员服务顶层设计，打造个性化定制服务项

目，明确服务内容，邀请副会长、理事单位负责人参加高端会议、论坛、

培训、交流。

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增加培训次数及培训时间，转变培训思路。从综

合培训方式拓展至专人专项培训。

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广大会员单位文化生活、提升团

队凝聚力，扩大会员之间交流、增强友谊。

四是广泛听取会员需求，为会员单位主持公道。

五是增加环境监测仪器厂家推荐，降低会员单位采购成本。

（三）加强承接政府职能、提供技术服务与咨询

继续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加强环境监测技术人员持证上岗现场考

核工作，依据《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和《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

制度》，协会将扩大报考人数，积极促进专业人员的能力建设。

（四）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规范

一是协助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制定我省、市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办法。

二是开展对会员单位质量核查，组织协会专家对会员单位进行检查和

指导。

三是加强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鼓励公众参与。



2021 年协会继续以职能转变、加强服务意识为前提，扎扎实实做好

各项工作，时刻秉承要以提供一流服务为宗旨，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

能力、为全省环境监测行业持续稳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 2：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0 年财务报告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就 2020 年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协会现有会员单位 70 家，其中会长单位 1 家，副会长单位 1 家，理

事单位 5家，会员单位 63家。

截止 2020 年 12 月 10 日，已交纳会费单位 62家，未交纳会费单位 8

家（全部为会员单位）。共收取会费 342,000.00 元。

依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20 年度会费收入发生的费用支出共

计 310,512.16 元。其中：管理人员工资及社保费 156,513.66 元、办公费

7,433.70 元、房租及开具房租发票税费 65,904.00 元、物业费及水电暖

气费 5,986.00 元、车辆费用 2,626.80 元、法律顾问服务费 60,000.00

元,西和县扶贫药品费 12,048.00 元。

会费结余 31,487.84 元。

2020 年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人员隔离不聚众成常

态化，因此协会没有组织会员单位现场交流学习，也没有组织开展与政府

协作服务项目。

综上所述，2020 年协会当年财务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随着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并陆续上市，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已进入尾声，

国际国内经济逐步恢复，协会也将积极准备参与到常态化管理及服务中去，

履行协会开办宗旨及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制度，做到服务于会员，服务于

行业，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为行业和政府无缝对接，承上启下。



附件 3：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 2021 年财务预算

甘肃省环境监测协会就 2021 年度财务预算如下：

2021 年协会预计会员单位 70家，其中会长单位 1家，副会长单位 1

家，理事单位 5家，会员单位 63家。

会费收费仍然执行：会长单位 10万元外，副会长单位 5 万元，理事

单位 1 万元，会员单位 2 千元的标准， 2021 年会费收入应收为：32.6

万元，由于三家会员单位已交至 2028 年，一家理事单位已交至 2022 年，

因此预计实际到账会费收入为 31万元整。

依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21 年度会费收入将会发生的费用支

出分别为：管理人员按现有 3人编制，工资及社保费为 17.80 万元、办公

费 1 万元、房租及开具房租发票税费 6.6 万元、物业费及水电暖气费 0.6

万元、车辆费用 0.3 万元、会务费 2 万元,法律顾问服务费 6 万元，扶贫

支出 1.5 万元，预计 2021 年费用支出总额为 35.8 万元。

2021 年预计会费收支相抵加上 2020 年会费结余 3.1 万元后，基本持

平。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会员单位，协会将积极主动地与行业上下级单位

沟通联络，承揽协作项目，增加协会会费收入之外的资金流入，使协会工

作持续稳定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各会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