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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年9月1日起实施。
生态环境部发布上半年全国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2020年7月发布。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2020年
5月30日颁布。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2021年1月
1日起实施。
《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2020年8月27日发布
并实施。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
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2020年6
月3日发布。
《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技术规范》等四项国家
环保标准，2020年5月15日发布。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945.3-2020），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519-2020)，2020年3月26日发布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2020年9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年9月1日实施。
2020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 《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此次法律修改突出问题导向，总结实践经验，
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和实践需求，健全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长效机制，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原则。强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责
任，明确目标责任制、信用记录、联防联控、
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等制度，明确国家逐
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注： 本期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都截止至2020年9
月！下一期将于今年冬季发行，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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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方面看，法律完善了工业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制度。强化产生者责任，增加排污许
可、管理台账、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等制度。
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法律明确国家推行生活

垃圾分类制度，确立生活垃圾分类的原则。统
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
定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具体管理办
法。
法律完善了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环
境防治制度。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
管理制度。健全秸秆、废弃农用薄膜、畜禽粪
污等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明确国
家建立电器电子、铅蓄电池、车用动力电池等
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强过度包装、
塑料污染治理力度。明确污泥处理、实验室固
体废物管理等基本要求。

法律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进行了完
善，规定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信息化监管
体系、区域性集中处置设施场所建设等内容。
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
管理、共享转移数据和信息，规定电子转移联
单，明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应当全程管控、提
高效率。
在法律责任方面，法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
罚，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处罚
到人，同时补充规定一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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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发布上半年全
国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质量
状况
2020年7月发布
2020年7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上半年全国地表
水和环境质量状况。
地表水方面，1-6月，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80.1%，同比上升5.6个百分点；劣Ⅴ类断
面比例为1.1%，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主
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
指数。
环境空气方面，1-6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0%，同比上升
4.9个百分点；
1.PM2.5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0%；
2.PM10浓度为5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5%；
3.O3浓度为14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
4.SO2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
5.NO2浓度为2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8%；
6.CO浓度为1.3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3%。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
录》（第一版）
2020年5月30日颁布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2020年5月30日颁布。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是指固有危险性高、发
生事故的安全风险大、事故后果严重、流通
量大，需要特别管控的危险化学品。《特别
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将危险化学品分为爆
炸性化学品、有毒化学品（包括有毒气体、
挥发性有毒液体和固体剧毒化学品）、易燃
气体、易燃液体四类，目前公布的《特别管

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共包含特别
管控危险化学品20个。但对科学实验必须的
试剂类产品暂不纳入本目录管理，根据《城
镇燃气管理条例》要求，城镇燃气不适用本
目录及特别管控措施。
通过水运、空运、铁路、管道运输的特别管
控危险化学品，应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若另有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甲醇、乙醇的管控措施仅限于强化运输管
理。硝酸铵的销售、购买审批管理环节按民
用爆炸物品的有关规定就行管理。
具体管控措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建立信息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
管控，主要是推行二维码或电子标签；
2.研究规范包装管理，主要推动危险货物的
包装性能检验和包装使用鉴定；
3.严格安全生产准入，对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的建设项目从严审批；
4.加强运输管理，建立严格的运单管理和车
辆动态监控，实现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的
流向监控；
5.实施存储定置化管理，特别管控危险化学
品需储存在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内的特定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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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
2020年8月27日发布并实施。
《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 ,2020年8月27日发
布并实施。
修订后的《约谈办法》由十三条调整为六章
二十六条。一是确立了约谈原则。从依法依
规、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服务大局、信息
公开等方面明确约谈工作基本原则。二是梳
理了约谈情形。除将有关条款进行整合外，
新增4种约谈情形，包括将对习近平总书记及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和对党中央、国务院交办
事项落实不力，以及平时不作为、急时“一
刀切”等问题纳入约谈重点内容。三是规范
了约谈流程。对约谈启动、约谈方案、约谈
公开，以及约谈程序、形式等事项进行细化
和规范。四是明确了约谈整改要求。
《约谈办法》还明确了约谈省级、地市级、县
级人民政府和国有企业具体要求。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办法》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2021年1
月1日起实施。
本次《办法》修订重点围绕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聚焦环境风险，突出管控重点。
二是优化申请要求，减轻企业负担。
三是细化登记标准，完善审批要求。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管理效率。
五是跟踪新危害信息，持续防范环境风险。
对于此次《办法》修订的思路是在保持连续
性、稳定性的基础上，推动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登记工作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一是深化“放管服”要求。
二是细化登记准入条件和评审标准，优化登
记后报告要求，完善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的程序和事中事后环境监管要求。
三是坚持协同共治。
四是坚持“开门立法”。
新老办法衔接的总体政策和原则在《办法》
中已有明确规定。《办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根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7号)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
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7号)的规定已
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的，相关登记
在《办法》施行后继续有效。第四十五条对
相应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程序
和相关要求进行了明确。对《办法》未规定
的衔接事项，我部将根据行政许可法基本原
则和相关法律适用规则，在近期印发管理文
件予以明确。

《约谈办法》明确，根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情况，约谈对象一般为市（
地、州、盟）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约谈
事项涉及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区域、重要生
态功能区，或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可以下
沉约谈县（市、区、旗）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对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并造成不良影响
的国有企业，可以约谈其董事长或总经理，
并同步约谈企业所在市（地、州、盟）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
针对约谈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约
谈办法》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习近平总
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和对党中央、国务
院交办事项落实不力的；二是超过国家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未完成国家下
达的环境质量改善、碳排放强度控制、土壤
安全利用目标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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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
估工作程序规定》和《突
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
则》
2020年6月3日发布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
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和《突发生态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
，2020年6月3日发布。
为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
评估工作,及时确定事件级别,环境保护部日
前印发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
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中所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以下简称污染损害评
估)，是指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量化,评估其损害数额的
活动。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
害,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
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为切实落实《规定》要求，进一步说明细化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
荐方法》（以下简称《推荐方法》）中直接
经济损失的计算范围和核算方法，编制了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
失核定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
损失核定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从内
容、方法和案例等方面对《推荐方法》进行
了补充和细化。
《细则》正文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则，包含编制目的、适用范
围、核定范围和核定程序。

第二部分是核定原则和方法，是《细则》的
核心内容。
第三部分是附件。附件A是《细则》制定过程
中引用和参考的文件列表。附件B对一些可
能会有歧义或者复杂的费用内容作了详细解
释，方便对《细则》的理解和使用。附件C说
明了确定各项费用数额依据的凭证。此外，
基于核定工作较为繁杂的特点，总结了历次
核定工作的开展流程，并整合了不同事件中
使用的数据调查表，形成了附件D的基础数据
调查表，供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使用。

《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
技术规范》等四项国家环
保标准
2020年5月15日发布
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技
术规范》（HJ 1130-2020）、《固定污染源
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
（HJ 1131-2020）、《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
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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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132-2020）和《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
物中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四项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类标准。
四项标准均为首次发布，主要涉及环境空气
质量数值预报与环境空气、固定污染源废气
监测领域。
《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技术规范》
（HJ 1130-2020）以国内外主流的数值预报模
式技术为基础，结合国内生态环境领域开展
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的实践经验，综合考
虑技术发展与管理需求，对环境空气质量数
值预报模式基本要求、运算处理、效果评估
等内容进行规定，用于我国生态环境部门开
展空气质量数值预报业务工作。该技术规范
的发布实施，将为我国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业
务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
紫外吸收法》（HJ 1131-2020）和《固定污
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
法》（HJ 1132-2020），适用于固定污染源
废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测定。两项方
法标准明确了便携式紫外吸收分析仪的性能
要求和现场测定全过程操作步骤，规定了示
值误差检查、零点与量程漂移检查等质量控
制措施。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
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 1133-2020）适用
于采用原子荧光法测定环境空气、无组织排
放监控点空气和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四种元素，明确了
干扰消除方法、样品采集与保存要求、试样
制备与测定操作步骤、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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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制订技术导则》
（HJ 945.3-2020）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
（HJ 945.3-2020），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保护和改善水环境
质量，规范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
作，制订本标准。本标准规定了制订地方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
线、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标准实施的成本
效益分析，以及标准文本结构与标准编制说
明主要内容等要求。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
制技术规范》
（HJ 519-2020）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 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规
范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
置过程的污染控制，制定本标准。本标准规
定了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
处置过程的污染控制要求。 本标准附录A~附
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9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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