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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
告》，2018年11月26日发布。
《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9年1月22
日发布。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945.1-2018）《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
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2019年1月1日
起施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9年7月1日起
施行。
《山东省实施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
法》，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
办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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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
告》2018年11月26日公布
《报告》的重点内容如下：
1、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控制非能源活
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等方面采取一系
列行动，取得积极成效。2017年中国碳强度比
2005年下降约46%，已超过2020年碳强度下降
40%-45%的目标。
2、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农业、水资源、
林业、海洋、气象、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加强
适应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多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3、2017年以来，国家低碳省市试点继续稳步
推进，低碳社区建设力度不断增强，同时各地
区也积极探索创新低碳发展模式和碳排放达峰
路径，近零碳排放、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
设、低碳产品认证示范、碳捕集利用及封存
（CCUS）等试点示范工作不断深入。
4、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强引导，发挥媒
体的传播作用，提升公众意识，鼓励企业和
公民积极行动，形成多方参与的绿色低碳发
展格局。

Note: Th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current as of April 2019. The next
issue of the China Update will be published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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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加强方案实施，
完善体制机制，开展省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
标责任考核、强化法规标准、推动碳排放交易
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效。

6、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统计核
算体系建设，加快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
推动人才和学科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
持续提升。
7、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继续以高度负责任
的态度，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挥积极、建
设性作用，加强与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多层

次磋商与对话，促进各方凝聚共识，为推动全
球气候治理进程、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8、中国政府本着“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
原则，与有关各方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和绿色低
碳发展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为促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积
极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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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945.2-2018), 2019年
1月1日起施行等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订技术导则》 (HJ945.1-2018)和《国
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导则》 (HJ945.22018),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1-2018)》规定了制订固定污染源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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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施成本效益分析、
标准文本的结构和标准编制说明主要内容等
要求。
《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规定了制订行业型国家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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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文本结构和标准编制说明主要内容等要
求。
两项标准均为首次发布。

《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
行动方案》，2019年1月22
日公布。
方案重点加强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水平，促进铅蓄电池生产和再生
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方案》规定，到2020年，铅蓄电池生产企
业通过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现废铅
蓄电池规范收集率达到40%;到2025年，废铅
蓄电池规范收集率达到70%;规范收集的废铅
蓄电池全部安全利用处置。
《方案》还规定，要分别建立铅蓄电池生
产、原生铅和再生铅等重点企业清单，向社
会公开并动态更新。该项工作由生态环境部
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并在2019
年6月底前完成。

《方案》还要求完善废铅蓄电池收集体系，
包括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开展废铅蓄电池集
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加强汽车维
修行业废铅蓄电池产生源管理等。同时强化
再生铅行业规范化管理，严格废铅蓄电池经
营许可准入管理，加强再生铅企业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
下一步将完善配套法律制度。2019年前完成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及废铅
蓄电池收集许可制度；修订《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管理办法》，完善转移管理要求；修订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可提出豁免管理要求。同时，将开展废铅蓄
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9年7月1
日起施行。通过地方立法形式，规范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全流程，
完善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措施。
根据《条例》规定，上海市生活垃圾分为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类，
首次对生活垃圾从产生源头到末端处置全流
程、全周期管理进行立法，以达到生活垃圾
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2019年，上海市将以条例的实施为契机，实
现上海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全覆盖，力争
全市70%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达
标创建；推进改造居住区分类垃圾箱房和投
放点1.7万余个，完成湿垃圾车辆配置900余
辆，有害垃圾运输车辆17辆；上海全市干垃
圾日均控制量不超过21000吨，湿垃圾分类量
日均高于5520吨，可回收物回收量日均高于
3300吨。
条例对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收
集容器的行为，规定可处以五千至五万元的
罚款；对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
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
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规定可处以五十
至二百元的罚款。
条例规定上海市、区绿化市容部门完善本市
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推进回收服务点、中
转站和集散场建设，采用“互联网+回收”等
方式增强回收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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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施企业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
法》，2019年3月1日起施
行。
《办法》的发布，标志着山东省的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正在实现三个转变：从试点阶段向
全面推行阶段转变；从完全依靠企业自愿投
保，向环境高风险企业强制投保和其他企业
自愿投保相结合转变；从各市自行制定游戏
规则向全省统一制定保险条款、基础保险费
率及其调节系数转变。
《办法》规定，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投保环
责险。包括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
制造的企业，从事Ⅲ类及以上高风险放射源
的移动探伤、测井作业的企业；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建设或者
使用尾矿库的企业；经营液体化工码头、油
气码头；有重金属排放的企业；化工、冶
金、火电、焦化、造纸、印染等行业的排污
重点企业。上述范围之外的行业企业鼓励其
自愿投保环责险。

浙江省《城镇污水处理厂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特别强调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事
前评估，事中排查，消除环境污染和事故隐
患，防患于未然。风险排查注重三要件：承
保前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保险公司和投保
企业可以共同委托环境风险评估机构或者共
同组建专家团队；发现环境安全隐患后，投
保企业应当积极整改。

《标准》规定了CODcr、氨氮、总氮和总磷等
4项污染物控制要求。其余污染物控制要求仍
按照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执行。

《办法》规定了明确的不予赔偿情形。包括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害；环境污染
犯罪直接导致的损害；故意采取通过暗管、
渗井、渗坑、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
放污染物直接导致的损害；被排查出的环境
安全隐患未整改直接导致的损害；法律法规
确定的可以不予赔偿的其他情形。
《办法》还规定了详细的理赔程序。对于应
当投保，却未按照规定投保或者续保的企
业，《办法》规定：由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
境部门责令限期投保或者续保，并通过山东
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对其环境信用进行
评价。
《办法》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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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为全省城镇污水处
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提供依据。预计每
年将减排CODcr、氨氮、总氮和总磷分别为
18144、6048、3629和363吨，并将倒逼提升
污水防治前端治理（如：工业废水与生活污
水纳管分流）和污泥处置（改造后污泥需统
一处理，防止二次污染），促进全省污水治
理技术进步。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
办法》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
《实施办法》共有9大制度，各有侧重，互
为补充。以约谈和限批制度为例，《实施办
法》规定，对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恶化、未完
成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未完成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任务或其他情形的，省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约谈当地政府主要负责
人。约谈情况将向社会公开。
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
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也是《实施办法》的
亮点之一。
在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上，《实施办法》
细化了工业和能源、车船机械、施工扬尘等
领域防治措施，补充了秸秆露天焚烧、燃放
烟花爆竹和祭祀烧纸等防控规定。
重污染天气应对方面也有“新招”。《实施
办法》明确，省人民政府和市（州）人民政
府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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