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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
行)》，2018年3月4日发布并施行。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时间应急
预案编制指南》（试行），2018年3月23日发布。
《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监督办法》，2018年3月5日
发布并施行。
《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
的公告》，2017年12月27日发布。
《北京市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2018年3月
16日发布。
《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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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 2018年12月31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调整的公
告》，分批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近日，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
关总署联合印发《关于调整的公告》，分批调
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将废五金、废船、
废汽车压件、冶炼渣、工业来源废塑料等16种
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自2018年12月31日
起执行；将不锈钢废碎料、钛废碎料、木废碎
料等16种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自2019年
12月31日起执行。
2017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分批分
类调整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目录”“逐步有序减
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
原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2017年年底已将生
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废纸、废纺织品、钒
渣等4类24种固体废物调整为禁止进口。此次
目录调整是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
又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Note: Th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current as of April 2018. The next
issue of the China Update will be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1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强固体废物和垃圾处
置作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分
类处置，严禁“洋垃圾”入境作为今年的一项
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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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2018年1月17日发布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
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以下简称《条
件》)，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引导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条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也可参照
执行。
《条件》明确，项目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地
方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功能区划、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
评估技术指南》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指南适用于《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规定的
疑似污染地块对人体健康风险的土壤环境初
步调查、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与风险
评估。其他情形的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可参照本指南执行。
指南不适用于含有放射性污染的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调查评估。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工作应当依据《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场地环
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和《工业企业
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并符合本指南相关要求。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一般程序包括初
步调查、详细调查、风险评估三个阶段。由
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一次性调查
不能满足本阶段调查要求的，则需要继续补
充调查直至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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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功能区划等，符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
关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条件》强调，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
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内建设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条件》提出，针对项目建设的不同阶段，
要制定完整、细致的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方案，明确参与方式、时间节点等具体要
求。要通过在厂区周边显著位置设置电子显
示屏等方式公开企业在线监测环境信息和烟
气停留时间、烟气出口温度等信息。要通过
企业网站等途径公开企业自行监测环境信
息。要建立与周边公众良好互动和定期沟通
的机制与平台，畅通日常交流渠道。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编制指南（试行）》
2018年3月23日发布
本指南旨在指导市、县级人民政府开展集中
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水源地应
急预 案）编制工作，提高水源地应急预案的
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水源地应急
预案编制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本指南规定了水源地应急预案编制程序以及
预案文本应涵盖的主要内容与具体要求。
本指南主要针对因固定源、流动源、非点源
突发环境事件以及水华灾害等事件情景所导
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案编制工作。
本指南适用于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和
修订水源地应急 预案，县级以下人民政府亦
可参照执行。 行政区域内有多个水源地的，
可一个水源地编制一个应急预 案，也可以多
个水源地统一编制一个水源地应急预案，但
要为每 一个水源地单独编制一个符合各自
特点和特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的应急响应专
章。应急响应专章的编制程序和文本内容可
参照本指南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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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监督
办法》
2018年3月5日发布并施行
《办法》要求安全监管部门通过综合监督、
日常监督、专项监督等三种方式开展执法监
督工作。
综合监督主要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建立健全
执法工作制度特别是其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办法》要求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每3年
至少开展一轮对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的综合监
督，省级安全监管部门每2年至少开展一轮
对本地区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的综合监
督。

《北京市土壤污染治理修
复规划》
2018年3月16日发布

关于日常监督，《办法》要求地方各级安全
监管部门应当制定日常监督年度计划，经本
部门负责人批准后组织实施。
同时，《办法》提出安全监管部门对有关机
关交办、转办、移送的重要执法事项以及行
政相对人、社会公众举报投诉集中反映的执
法事项、执法行为，应当开展专项监督。

《规划》指出，北京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
体稳定，但工业污染地块的土壤局部存在潜
在风险。

此外，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在综合监督、专项
监督中发现下级安全监管部门执法行为存在
《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不当情形的，
应当立即告知下级安全监管部门予以纠正。
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应当制作《行政执法监
督整改通知书》，责令下级安全监管部门依
法改正、纠正。

《规划》提出，北京市工业地块污染防治的
工作重点还集中在已关停、拟再开发利用的
工业企业地块，这种“末端治理”方式不足
以应对新增污染，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在产企
业的“三废”治理和新建企业的污染预防，
从源头防控工业用地土壤污染，减少污染地
块的产生以及降低污染地块污染程度。

关于发布计算污染物排放
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
方法的公告
2017年12月27日发布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
法》有关要求，环保部制订了《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的火电等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方法（含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
行）》《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行业适用的排
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2018年
12月27日发布。
一、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等17个行业排
污单位，适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等
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含排污系
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
二、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锡矿采选业等行
业排污单位，适用《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行
业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
》。
三、除前两项外其他行业排污单位的污染
物排放量计算方法，由各省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参考《关于排污申报与排污费征收有关
问题的通知》（环办〔2014〕80号）等排污
费征收相关规定，按照科学合理原则制定，
并报环保部部备案。

针对目前北京市在土壤污染方面的情况，北
京市提出，预计“十三五”时期，通过土壤
详查和监测体系建设，基本掌握土壤污染状
况；以农用地中耕地、园地为重点，查明农
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对农产品质量
影响，综合评价农用地土壤污染环境风险，
划定农用地的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
格管控类类别；同时重点开展对停产工业企
业遗留地块的治理修复，启动在产企业污染
预防工作。
预计“十四五”时期，对停产工业企业遗留
地块进行治理修复，仍将是土壤环境管理的
重点内容。同时，将全面深化在产工业企业
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预计“十五五”时
期，通过对停产工业企业污染地块的治理修
复以及对在产工业企业的污染预防，北京市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将走上科学良性发展轨
道，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
风险得到全面管控。预计“十六五”时期，
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土壤生态系统
将实现良性循环。
同时，《规划》中列出了7个方面的重点工
程，包括：开展土壤污染详查，土壤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建立污染地块名录，污染场地风险模拟
与修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地
块污染治理修复，在产企业土壤污染防控措
施和监管机制研究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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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
责任制规定》
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各单位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每年至少组织两次有针对性的消防演
练。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根据规
定，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
火工作的义务。其中，各单位应当落实逐级
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保
证防火检查巡查、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
火灾隐患整改、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建设等
消防安全工作所需资金的投入;保障消防车通
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组织防
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等。
同时，还应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和消防安全培训，保证所属人员具备与岗位
职责相适应的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快速扑救
初起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和开展消防宣
传教育培训的能力。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
专人值班制度，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操作人
员持消防职业资格证书上岗。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我省还规定了其他应
当履行的职责，其中包括，实行每日防火巡
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
每2小时至少开展一次防火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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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6 21 6473 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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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epare the China Update to apprise
clients of major EHS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China. It is not intended
to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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