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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着力构建以质量为核心、以信用为主
线、以公开为手段、以监督为保障的事中事后
管理体系。通过规范编制要求、强化监督检
查、实施信用管理以及严肃责任追究等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确保环评资质许可取消后，环评
质量不下降、环评有关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作用不降低，为保证环评制度的有效实施
提供技术支撑。
《办法》以报告书（表）编制质量为核心，进
一步完善日常检查考核机制，对审批后的报告
书（表）开展复核，强化重点单位、重点行业
靶向监管。实行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双重负责
制，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对报告书（表）内容
和结论进行审核把关。对报告书（表）质量问
题实行分类管理，细化一般性质量问题和严重
质量问题的具体情形，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
处理方式，提高质量监管科学性；对出现报告
书（表）质量问题的相关单位和人员提出行政
处理处罚与失信记分双重惩戒的管理措施，加
大质量责任追究力度。
《办法》突出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强调建设单
位对报告书（表）内容和结论负责，推动提高
建设单位环保意识，促进建设单位择优选择技
术单位，提升环评制度有效性。对报告书（
表）存在质量问题的，无论建设单位自行编制
还是委托技术单位编制，都要追究建设单位责
任；对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存在失信行为的，

一律公开相关建设单位和报告书（表）基础信
息。要求建设单位在报告书（表）编制过程
中，如实提供基础资料，落实环保投入和资金
来源，加强环评过程管理。
《办法》结合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2014-2020年）》中有关强化环评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考核分类监管要求，以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
见》中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实施市场和行业禁
入措施等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编制单位和编制

人员环评信用管理体系，营造守信者受益、失
信者难行的良性市场秩序。
修订后的《办法》将于2019年11月1日起施
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根据《环评法》有关规定和《办
法》施行需要，生态环境部正在制定《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指南（
试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
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信息公开管理规定（试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
等三个配套文件，将于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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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
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25.6-2019)》

2019年6月26日发布
《治理方案》指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
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VOCs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完成“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VOCs排放量下降10%的目标任务，
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治理方案》要求，大力推进源头替代。工
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要加大源头替代力
度；化工行业要推广使用低(无)VOCs含量、
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对芳香烃、含
卤素有机化合物的绿色替代。企业应大力推
广使用低VOCs含量木器涂料、车辆涂料、机
械设备涂料、集装箱涂料以及建筑物和构筑
物防护涂料等，在技术成熟的行业，推广使
用低VOCs含量油墨和胶粘剂，重点区域到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鼓励加快低VOCs含
量涂料、油墨、胶粘剂等研发和生产。全面
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重点对含VOCs物料(包
括含VOCs原辅材料、含VOCs产品、含VOCs废
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等)储存、转移和输
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
及工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实施管控，通过采
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
集等措施，削减VOCs无组织排放。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包括：石化行业VOCs综合
治理、化工行业VOCs综合治理、工业涂装
VOCs综合治理、包装印刷行业VOCs综合治
理、油品储运销VOCs综合治理、工业园区和
产业集群VOCs综合治理。
《治理方案》还提出，加快含VOCs产品质量
标准制修订工作，2019年年底前，出台低
VOCs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制修订建筑用
墙面涂料、木器涂料、车辆涂料、工业防护
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制订油墨、胶粘
剂、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强制性
标准。加快涉VOCs行业排放标准制修订工
作，2020年6月底前，力争完成农药、汽车涂
装、集装箱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电
子工业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建
立与排放标准相适应的VOCs监测分析方法标
准、监测仪器技术要求，加快出台固定污染
源VOCs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VOCs便携式
监测技术规范。鼓励地方制定更加严格的地
方排放标准。

2019年4月23日发布并施行
《污染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25.6-2019），2019年6月18日发布。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
控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
控的技术方案制定、工程设计及施工、工程
运行及监测、效果评估和后期环境监管。污
染地块土壤修复技术方案制定参照 HJ 25.4
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和致病性生物污
染地块的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综
合治理方案》
2019年7月9日发布
《方案》指出，工业炉窑是工业领域大气污
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相对于电站锅炉和工
业锅炉，我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明显滞后，
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源解析结果表明，细颗粒物（PM2.5）
污染来源中工业炉窑占20％左右。尤其是在
砖瓦、玻璃、耐火材料、陶瓷、铸造、铁合
金、再生有色金属等涉工业炉窑行业，“散
乱污”企业数量多，环境影响大，严重影响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到2020年，完善工业炉窑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管理体系，推进工业炉窑全
面达标排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工业
炉窑装备和污染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工
业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
物排放进一步下降，促进钢铁、建材等重点
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推动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强调，要建立工业炉窑详细管理清
单，实现监管全覆盖。聚焦环境问题突出的
重点行业以及相关产业集群，加大综合治理
力度。
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不达标工业炉窑，实
施燃料清洁低碳化替代；深入推进涉工业炉
窑企业综合整治，强化全过程环保管理，全
面加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管控。
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2020年6
月底前，完成铸造、日用玻璃、玻璃纤维、
矿物棉、电石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
订。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督执法，加大联
合惩戒力度，显著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更好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增强服务意识，实施差
别化管理政策，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重点区域严格控制
涉工业炉窑建设项目。鼓励各地制定更加严
格的环保标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各地应将涉工业炉窑
企业全面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做
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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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
治理导则（试行）》和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
(2019)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增加了有
关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的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
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
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
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

2019年8月12日发布
“两个导则”突出了领导干部带头组织风险
排查管控，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
天候”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明确了适用范
围、基本原则，列明排查项目，并分别设置
对应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检查
表》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表》，解决了怎么查、查什么、谁来查、查
后如何闭环管理的问题。《化工园区安全风
险排查治理检查表》从设立、选址规划、布
局、准入和退出、配套功能设施、一体化安
全管理和应急救援等6个方面、33项排查内容
设计了评估分值，明确了直接判定为不合格
的7项特殊条款，将化工园区按照得分结果
划分为4种安全风险等级，以实现分级分类
监管，对安全风险等级高的化工园区将实施
项目禁批或限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表》以化工过程安全管理要素为
主线，细分为安全领导能力、安全生产责任
制、岗位安全教育和操作技能培训、设计管
理、试生产管理、装置运行安全管理、作业
许可管理、变更管理等14部分内容，结合事
故教训，对于6种严重情形提出了刚性要求，
同时对排查方式、频次、治理、上报等作出
了明确要求，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危险化学品
企业，要求立即整改，短期难以整改的，依
法责令停产停业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安全
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应急管理部强调，各级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和
中央企业要全面开展“两个导则”宣传教育
培训，指导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认真
学习、熟练掌握、落实责任、做好实施工
作。各级地方应急管理部门要持续跟踪工作
进展情况，按照“一园一策”“一企一策”
原则，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排查整治安全
隐患，管控好重大安全风险。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2019年7月15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内涵，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资金
保障、教育培训、场所和设备设施安全管
理、日常管理、风险管控和应急救援、法律
责任等。
《规定》共55条，以“责任”为主线，构建
了“1+8”的主体责任体系，覆盖了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包括
明确主体责任内涵，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
机构、规章制度、资金保障、教育培训、场
所和设备设施安全管理、日常管理、风险管
控和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八大责任体系。
《规定》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还规定
了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总监、其他
分管负责人的职责，确保单位日常安全生产
工作，时时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同时，要
求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全体从业人员安
全生产的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考核
结果作为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的依据，构建

了“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确保安全生产。
《规定》还建立健全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资金保障责任体系，还要求高危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针对近年来针对城乡结合部地区违法建
设、“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发生事故的
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设
备设施安全专门作出了若干禁止性规定。
《规定》明确了生产经营场所的建筑性质、
使用功能、出口通道、物品存放、安全间距
等方面禁止性规定。同时，要求设备设施的
安装、运行、管理和安全防护装置的设置，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保证正常
运转等。
此外，《规定》建立健全了生产经营单位风
险管控和应急救援的责任体系以及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的法律责任体系，对未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单位、主要负责人，
无论是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都要从严处
罚。
《规定》还首次在政府规章中引入了较为完
善的诚信管理机制，彰显了完善执法手段、
提高违法成本，严格责任追究的立法思路。

同时，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实际，对防治农业
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作出可操作的规
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
统筹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优化种植
和养殖生产布局、规模和结构，强化农业农
村环境监管，加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指导
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殖，科学合理
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
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防止农
业面源污染。
根据《环境保护法》补充相关禁止性规定：
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固
体废物、废水施入农田。施用农药、化肥等
农业投入品及进行灌溉，应当采取措施，防
止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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