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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
类》，2018年5月16日发布并施行。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
8月1日起施行。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
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2018年8月1日起施行。
《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9月1日起
施行。
《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江苏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8年3月28日修正，2018年5月
1日起施行。
《天津市“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实施方案》，2018年4月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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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
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原化学工业部
1997年3月1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
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原化学工业部
令第12号）同时废止。
细则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
一是完善了相关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等。在
原《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明确了“
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
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
可”、“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第
二类监控化学品使用许可”等相关行政许可事
项的实施主体、条件、程序、期限等规定。
二是细化了监控化学品数据申报制度。《细
则》完善了监控化学品数据申报制度。同时，
增加了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监控化学品相
关记录的保存要求和保存期限等制度，并规定
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将相关记录移交地
方主管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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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增加了国际视察的相关制度。《细则》根
据《公约》的相关要求，增加了“国际视察”
的定义、接受国际视察的企业范围及相关义
务，规定了地方主管部门应当为国际视察提供
交通等方面的保障等内容。
四是细化了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相关管理制

度。《细则》完善了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生产
者、使用者、销售者在生产、使用、销售、转
产停产等环节应当遵守的相关制度。

控化学品数据申报系统，相关企业通过数据
申报系统定期填报《全国监控化学品统计报
表》。

五是设立利企便民相关制度。《细则》基于目
前实践情况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建设监

六是删除了监控化学品储存、运输等方面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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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
类》2018年5月16日发布
起施行
本技术指南规定了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总体要求，提出了验收程
序、验收自查、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编制、
验收监测技术的一般要求。本技术指南适用
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已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建设项目从其规
定，行业验收技术规范中未规定的内容按照
本指南执行。
目前已经发布了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
理项目、城市轨道交通、涤纶、电解铝、纺
织染整、港口中、公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火力发电厂、煤炭采选、汽车制
造、石油炼制、生态影响类、石油天然气开
采、输变电工程、水利水电、水泥制造、医
疗机构、乙烯工程、造纸工业、粘胶纤维、
制药等行业。这些行业按照行业验收技术规
范执行。
该指南发布后，明确了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验收程序、验收自查、
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编制、验收监测技术的
一般要求。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
办法(试行)》,2018年8月
1日起施行。

《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
例》2018年9月10日起
施行

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这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的纲领性文件。
“土十条”明确要求发布工矿用地土壤环境
管理部门规章。《办法》的出台，将为加强
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防控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提供依
据。
《办法》是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试行）》《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后，又一个重要部门规章。三个规章
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充分体现
了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全过程管理
的工作思路，对于推动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各
项任务，打好净土保卫战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的定位是防止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对工矿用地本身造成的污染，即重在防止
出现新的污染地块。防止工矿企业活动废
水、废气及固体废物等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由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规范。
本着突出重点的原则，依据“土十条”，《
办法》适用的对象是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
单位（以下简称重点单位），包括有色金属
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
等行业中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应当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
业；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纳入土壤环
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
重点单位以外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生产经营活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其用
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相关活动及其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2018年8月1
日起施行。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自1995年发布实施以来，在土壤环境保护工
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
已不能满足当前土壤环境管理的需要。该标
准一是不适应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需
要;二是不适用于建设用地。《农用地标准》
《建设用地标准》的出台，将为开展农用地
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对于贯彻落实《土十条》，保障农产品
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农用地标准》以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主要目标，兼顾保护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
态的需要，分别制定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和管制值，以及监测、实施和监督要
求，适用于耕地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分类。
园地和牧草地可参照执行。
《建设用地标准》以人体健康为保护目标，
规定了保护人体健康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和管制值，适用于建设用地的土壤
污染风险筛查和风险管制。

条例就河北省水污染防治基本原则、规划和
标准、饮用水水源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应
急与处置、区域协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作了系统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毁损、擅自
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护栏围网、地理界标
和警示标志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水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恢复原状，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条例还规定，出现以下行为之一：超过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未依法取得排污
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未按照规定进行
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
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将由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新设
了行政处罚，加强了处罚手段，对违法排污
行为按日处罚，对违法者实施失信惩戒；还
对公益诉讼、污染损害赔偿等作了规定，大
幅提高了违法成本。”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
赵军表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
权威也在于实施，将严格执行条例规定，以
保障国家和河北省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2

CHINA UPDATE OCTOBER 2018

《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
条例》，《江苏省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2018年3月28日修
正，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第十三、二
十、四十一、四十七、四十九、五十八、八
十、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八、八十九、九
十二、九十三及九十七条进行了修改。其
中，原第十三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缴纳排污费。国家排污费征收标准中
未作规定的，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
防治需要，制定地方排污费征收标准，并
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排污费应当专款专
用。”修改为“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
护税。”
此外，修改的地方法规还包括《江苏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江苏省长江水
污染防治条例》。

《天津市“十三五”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实
施方案》2018年4月3日
发布
方案提出，重点推进石化、化工、包装印
刷、工业涂装等重点行业以及机动车、油品
储运销等交通源VOCs污染防治，实施一批重
点工程。

加强活性强的VOCs排放控制，主要为芳香
烃、烯烃、炔烃、醛类等。各区应紧密围绕
本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基于O3
和PM2.5来源解析，确定VOCs控制重点。同
时，要强化苯乙烯、甲硫醇、甲硫醚等恶臭
类VOCs的排放控制。

到2020年，建立健全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
核心的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施重点行
业VOCs污染减排，VOCs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
降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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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epare the China Update to apprise
clients of major EHS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China. It is not in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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