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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专题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来源：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0-11-27）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已于2020年11月5日经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版和2016版国家危废名录对应变更类型及变更方式详表

（来源：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日期：2021-02-03）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解读，涉及企业变更、危废转普废等多处变化

（来源：EHScare；发布日期：2021-03-10）

1998年，我国首次发布实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并于2008年和2016年进行3

次修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关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当动态修订”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对《名录》进行了第3次修订。《名录》由正文、附表和附录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规定原则性

要求，附表规定具体危险废物种类、名称和危险特性等，附录规定危险废物豁免管理要求。

一、本次修订对三部分均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正文部分：增加了“第七条本名录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动态调整”的内容，删除了2016年版《名录》中

第三条（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分类按照《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执行）和第四条（列入《危险

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的规定。

附表部分：主要对部分危险废物类别进行了增减、合并以及表述的修改。修订后种类数共467种，减少

了12种，其中：增加或删减使种类数减少2种（包括新增4种，删减6种）；拆分或合并使种类数减少10种（包

括拆分增加3种，合并减少13种）。

此外，还修改了90种危险废物的文字表述或危险特性表述。

附录部分：新增豁免16个种类危险废物，豁免的危险废物共计达到32个种类。

二、本次《名录》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2016年版《名录》实施过程环境管理工作中反映问题较为集中的废物进

行修订。例如铅锌冶炼废物、煤焦化废物等。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102/bfbcaf087dd643878c2d1ef235ce717c.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1/29/art_3154_96602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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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精准治污。通过细化类别的方式，确保列入《名录》的危险废物的准确性，推动危险废物精

细化管理。例如，从《名录》中排除了脱墨渣等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三是坚持风险管控。按照《固废法》关于“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的规定，在环境风险可控前提下，《名

录》新增对一批危险废物在特定环节满足相关条件时实施豁免管理。

三、本次《名录》修订删除正文中医疗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相关条款（第三条和第四条）的主要考虑是

什么

本次修订并非简单删除《名录》正文中医疗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相关条款，而是将有关内容进一步

完善和细化后纳入《名录》附表中，更加科学和严谨。

关于医疗废物，《固废法》规定“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名录》不再简单规定“医

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而是在《名录》附表中列出医疗废物有关种类，且规定“医疗废物分类按照《医

疗废物分类目录》执行”。

关于废弃危险化学品，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纳入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范围。《危险化

学品目录》中危险化学品并不是都具有环境危害特性，废弃危险化学品不能简单等同于危险废物，例如“液

氧”“液氮”等仅具有“加压气体”物理危险性的危险化学品。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废弃危险化学品纳入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要求。有些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废弃后，

其危险化学品属性并没有改变；危险化学品是否废弃，监管部门也难以界定。因此，《名录》针对废弃危

险化学品特别提出“被所有者申报废弃”，即危险化学品所有者应该向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

废弃。响水“3·21”事故就是由于企业既没有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将废弃危险化学品稳定化处理后纳入危险

废物环境管理，也没有向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申报，逃避监管，酿成重大事故。

四、重点修订内容

（1）修改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规定。随着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颁布，以及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我国大部分城市将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根据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际情况，修订了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收集过程的豁免条件，为

相关部门开展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的分类收集活动消除管理制度的障碍。

（2）修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过程豁免管理规定。本次修订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利用和处

置环节实施有条件豁免管理，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危险废物豁管理清单》

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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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煤焦化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针对该类废物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修改：一是重新梳理并明确

了煤焦化过程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及其工艺来源；二是根据不同煤焦油的利用途径，在《危险废物豁免管

理清单》中增加当煤焦油用于生产煤基氢化油、碳素材料、炭黑时，满足一定条件利用过程可不按危险废

物管理的规定。

（4）修改铜、铅、锌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2016年版《名录》对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过程

产生的危险废物类型及工艺描述不清，本次修订过程中对该类废物开展了专项调查研究，重新梳理并细化

了铜、铅、锌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其工艺来源和危险特性。

（5）修改铝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2016年版《名录》对铝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类型及产生工

艺描述不清，本次修订过程中对铝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了重新梳理，调查分析了其危险特性，

明确了铝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其工艺来源和危险特性。

（6）明确部分类别废物的涵盖范围。2016年版《名录》中对树脂、乳胶、增塑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

险废物的界定不清晰，导致涵盖范围过大。实际调研发现不同来源的上述废物危险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

根据危险特性调查结果，本次修订将其中危险特性较小、环境风险可控的废物从《名录》中删除。

（7）删除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2016年版《名录》将“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

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列为900-001-01类危险废物，而动物防疫法明确要求该类废物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

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本次修订将900-001-01类危险废物删除。

（8）明确《名录》附表中危险特性代码的含义。2016 年版《名录》未对附表中所列危险特性代码的

含义作出明确解释，可能导致相关污染控制标准实施困难。本次修订，一是明确《名录》附表中所列危险

特性代码为该种危险废物的主要危险特性，同时不排除可能具有其他危险特性；二是统一了危险特性代码

的格式和含义。

（9）根据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更新了《名录》附表中废物代码。

五、扩充豁免管理条例的原因

（1）鼓励危废协同处置

鼓励产废单位广泛的利用“社会资源”，协同处置部分危险废物。避免因为区域性的危废处置能力不

足，导致企业无法处置危废，出现危废“爆仓”等现象。

可利用水泥窑、烧结机等工业窑炉，污水处理厂、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生活垃圾

焚烧厂等污染防治设施，促进资源循环及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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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企业产生的废酸废碱等，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主要是一类重金属的浓度），可以利用污水处理厂

进行协同处置，而不必是专门的危废处置单位。此外，某些“飞灰”、废树脂粉等“干燥”无渗滤液的危

废，可利用生活垃圾填埋场协同处置。

（2）鼓励清洁生产和部分危废资源回收利用

《豁免管理清单》中新增无机废酸(HW34)、废碱(HW35)、含油金属屑、废铁质油桶、铬渣等，在部分

特定利用过程，可进行豁免管理。

如：含油金属屑、废铁质油桶、铬渣等，通过“冶炼”工艺再利用时，利用环节豁免管理。

（3）鼓励对环境危害较小的部分危废管理环节进行豁免管理

2021年版《危废名录》新增部分环境危害较小的危废种类。

《危废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

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

①“豁免环节”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环节；

②“豁免条件”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应具备的条件；

③“豁免内容”指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内容。

如：全部环节豁免的，虽然性质上仍是“危废”，但是可以全过程不按照危废管理。这些过程包括：

“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等。

（4）鼓励“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

由于危险废物种类繁多，利用方式多样，难以逐一作出规定，需要各地结合实际实行更灵活的利用豁

免管理，进一步推动危险废物利用。

因此，2021年版《危废名录》特别提出“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

案，实行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

上海、山东、江苏等地已经探索开展了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相关工作，效果良好。

将来各地方将建立“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的实施细则，给出确定的方案。

“点对点”定向利用就是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可作为另外一家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

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可视为定向资源化的过程。

“点对点”定向利用针对那些未列入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或利用过程不满足

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所列豁免条件的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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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点对点针对的是并不具有“通用”利用价值的危废，这类危废仅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再利用，

所以采取“点对点”。具有“通用”利用价值的危废直接纳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详细修订情况见后文修订对照表。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题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36号）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1-29）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已经2020年12月9日国务院第11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日

起施行。

排污管理指南（第一期）——排污许可证自查

（来源：江苏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02-20）

开展排污许可证自查，核实所载信息的真实、准确、规范。如果排污许可证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存

在错误，将直接影响证后排污管理的合规性、准确性，可能导致法律风险，并对企业日常生产运营产生影

响。

一、排污单位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无证排污。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排污单位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

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①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②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

经批准排放污染物；③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④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不按证排污。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排污单位存在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

规定，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

开展自行监测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治。

二、排污许可证自查查什么？

（1）排放信息。重点检查排污许可证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是否与排污单位

实际相符。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101/t20210129_819519.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L5SlZh_hXNkpzGBV9P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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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监测要求。对照相关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或核发技术规范，重点检查监测点位、因子、频

次、方法是否正确。

（3）排放标准、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检查排放标准及限值要求是否正确；检查是否因实施新、改、扩

建项目而造成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发生变化。

（4）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检查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否图片即将届满需要延续。

三、自查发现问题怎么处理？

排污单位自查发现排污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与实际不相符，与技术规范、监测指南、排放标准等要求不

相符的，应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实施新、改、扩建项目，污染物排放信

息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即将届满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延续排

污许可证。

排污管理指南（第二期）——自行监测

（来源：江苏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02-22）

一、不依法开展自行监测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排污单位有下述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②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③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④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⑤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⑥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或者污染物排放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不报

告。

二、排污单位该如何做好自行监测工作呢？

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应做好检查自行监测方案、规范开展监测工作和及时公开监测信息三方

面内容。

第一：检查自行监测方案。对照排污许可证中明确的自行监测要求，包括需要监测的排放口（或点位）、

https://mp.weixin.qq.com/s/md_sUC0T4OVgnB1FUbf4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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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名称、监测频次等，检查其与排污单位制定的自行监测方案、江苏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

台内填报的自行监测方案是否一致。

第二：规范开展监测工作。正常生产工况下，排污单位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监测，并妥善保

管好监测数据资料。

特别提醒：

1、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

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条

例》第十九条）

2、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的，应当及时报告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进行检查、修复。（《条例》第二十条）

第三：及时公开监测信息。排污单位需在江苏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

（http://218.94.78.61:8080/newPub/web/home.htm）公开相关信息，可下载平台首页的培训资料了解操作步骤。

手工监测数据应及时上传平台，自动监测设备应与平台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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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管理指南（第三期）——执行报告

（来源：江苏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03-05）

执行报告是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污染物排放及落实各项环境管理要求等行为的定期报告。排污单位

在执行报告中应当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

时间要求，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是每个排污单位的法定义务。

一、未及时、如实填报执行报告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根据《条例》三十七条，排污单位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未如实报告

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执行报告怎么填报？

执行报告的填报分为了解报送要求和登录平台填报两部分内容。

第一：了解报送要求

认真阅读企业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的执行报告报送周期要求；对照技术规范，了解执行报告的填报

内容。

持证不足3个月的年度，当年可不提交年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年度执行报告。持证

时间不足1个月的季度，当季可不提交季度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

第二：登录平台填报

https://mp.weixin.qq.com/s/WsqYj1D6rS_itUjEiEXy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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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选择相应的执行报告模块进行填报。

企业按期填报并提交执行报告后，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平台会自动公开相关信息。

年度执行报告的提交时限为次年1月底前，季度执行报告的提交时限为下一周期首月15日前（分别为4

月15日、7月15日、10月15日前）。

执行报告填报平台

执行报告填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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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报告填报界面

三、执行报告填报小贴士

（1）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按照各行业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核算，附件需上传计算过程文件。

（2）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存在停产行为的，也应当按时填报并提交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

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3）发生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或者异常情况的，需在执行报告中详细说明，超标或异常情况下的污染

物排放量计入实际排放量。

《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专题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2-07）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防控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范和强化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应急管理部制定了《危险化学

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辖区内有关企业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督促有关企业于2021

年3月31日前通过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的填报工作，于4月30日前完

成在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备、企业公示牌设立、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更新等相关工作，全面落实重大危

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

http://ajj.jiangsu.gov.cn/col/col81524/index.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07_37978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cjd/202102/t20210207_3797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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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制定出台《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在安全生产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是重中之重。防

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好重大危险源至关重要。重大危险源能量集中，一旦发生事故破坏力强，

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大。从事故情况看，2011年以来全国化工企业共发生12起重特

大事故，全部发生在重大危险源企业；从体量分布看，全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点多面广，32个省级行

政单位区域均有分布，安全风险管控任务重、压力大。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化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部署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求突出重大危险源

企业，实施最严格的治理整顿。过去的两年，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大危险源建设了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全面

接入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数据，加强信息化管控；同时建立了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管和消防救援机构联合监管工作机制，以“消地协作”模式每年对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两轮全覆盖检查

督导，推动排查、督办、治理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不到位，自动化控制、监测监控、安全设施配备还

存在突出问题，没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要求。企业是影响安全生产的内因，为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制度设计，抓住管理重大危险源的关键人、少数人，推动企业明确并压实相关

人员的责任，确保重大危险源风险受控、安全运行。

为此，应急管理部在广泛征求意见、研讨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办法》，推动企业端强化落实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责任，与政府端预警系统和联合检查机制形成合力，加快构建重大危险源常态化隐患

排查和安全风险防控制度体系，有效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

二、问：《办法》主要内容是什么？

《办法》的制度设计是，对于取得应急管理部门安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企业每一处重大危险源，企业

都要明确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从总体管理、技术管理、操作管理三个层

面实行安全包保，保障重大危险源安全平稳运行。

《办法》具体分为五章、十六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确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第

二章是包保责任（第四条至第六条），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的关键要求，

分解明确到三个层面的安全包保责任人，各负其责。第三章是管理措施（第七条至第十一条），要求安全

包保责任人要在厂区和监测预警系统公示，作为风险预警信息首要推送对象；建立履职记录，每天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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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公告风险管控情况。第四章是监督检查（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要求应急管理部门运用监测预警系

统加强对重大危险源安全运行情况的在线巡查抽查；将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

范畴。第五章是附则（第十五条至第十六条），解释了有关用语含义，明确了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三、问：如何推动《办法》的落实？

推动《办法》落地实施，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宣传培训。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应当采取培训讲座、专题学习等多种形式，推

动企业理解包保责任制这种形式，掌握包保责任人的职责要求，指导有关企业进一步提高对重大危险源安

全风险防控工作的认识，为《办法》落地实施打好基础。

二是纳入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借势推动。2021年是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攻坚年，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企业应当将《办法》的落实纳入本单位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动利用这种责任制形式，

抓住企业关键人，加快补齐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短板，推动提升重大危险源本质安全水平。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将《办法》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范畴，在日常检查以及

每年两次的“消地协作”检查中，严格查处重大危险源事故隐患和突出问题，倒查企业安全包保责任制的

落实情况。特别是要注重用好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完善预警信息整改、分级监管抽查、规范数据真实

性等制度，优化预警信息推送功能，保证风险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给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人，监督

落实整改闭环管理，形成线上线下监管合力。

四、问：企业落实《办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有关企业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准确界定包保责任人。包保责任人应当是由企业专门为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而指定的责任人。其

中，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重大危险源的技术负责人，应当由企业层

面技术、生产、设备等分管负责人或者二级单位（分厂）层面有关负责人担任，要充分发挥技术、生产、

设备等负责人作用，调动更多资源力量，为管理好重大危险源提供保障；重大危险源的操作负责人，应当

由重大危险源生产单元、储存单元所在车间、单位的现场直接管理人员担任，例如车间主任。

二是做好包保责任制与原有制度的有机结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已经要求企业：加强对

重大危险源等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实行企业领导干部联系点管理机制。《办法》是在上述要求

基础上，将重大危险源突显出来，抓关键少数责任人并提出更为明确要求，解决对重大危险源“都抓都不

抓”“都管都不管”的问题。有关企业要按照《办法》要求，认真修订完善相关责任制度，做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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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及时做好包保责任制落实的保障工作。《办法》印发后，有三个月的过渡期，一要完成线上线下

公示，在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增加的栏目中，准确录入安全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这些信息将同

步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中向监管部门公示；同时要按照《办法》附件中提供的模板，制作公示牌，完

成现场公示。二要健全配套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健全风险预警信息处置反馈机制。要特别

提醒有关企业，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

监控、报警，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将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因此企业要保证

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监控数据的稳定性、真实性、有效性，为精准防控风险提供保障。

总之，有关企业应当以安全包保责任制的落实为推动力，不断完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优化管理方式，

加强考核评估，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实，有效防控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为全国化工和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事件聚焦

历史上二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1-29）

一、2021年 01月发生的较大事故

22021年 1月 14日，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河南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员工

在水解保护罐内作业过程中感觉不适，施救中先后 7人中毒窒息，共造成事故企业 4人死亡，暴露出事故

企业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员工专业能力不足、防护器材使用不规范、严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问题，事

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中。

二、历史上 2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一）石油化工

辽宁省辽阳石化烯烃厂“2·23”爆炸事故

2002年 2月 23日，辽宁省辽阳石化烯烃厂聚乙烯装置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8人死亡，1

人重伤，18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452.78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聚乙烯系统运行不正常，压力升高，

致使劣质玻璃视镜破裂，大量的乙烯气体喷出，被引风机吸入沸腾床干燥器内，与聚乙烯粉末、热空气混

合，被聚乙烯粉末沸腾过程中产生的静电引爆。

松原石化有限公司江南厂区“2·17”闪爆事故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1/t20210129_378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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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17日，吉林省松原市松原石化有限公司江南厂区在对汽柴油改质联合装置酸性水罐实施动

火作业过程中发生闪爆事故，造成 3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事故企业春节后复工，组织新建装置试

车，在未检测分析酸性水罐内可燃气体的情况下，在罐顶部进行气焊切割作业，引起酸性水罐内处于爆炸

极限的可燃气体（主要成份为氢气）闪爆。

（二）精细化工

山东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2·3”较大爆燃事故

2018年 2月 3日，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的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苯甲醛生

产车间发生较大爆燃事故，造成 5人死亡，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770余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氯

甲基三甲基硅烷（C-43）生产装置的四甲基硅烷（TMS）与氯气发生放热反应过程中，未及时冷却降温，

导致反应失控，造成釜内大量液相四甲基硅烷迅速气化，压力急剧升高，四甲基硅烷等物料喷出，与空气

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点火源发生爆燃，并引发连环爆炸。

辽宁葫芦岛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2·11”爆炸事故

2020年 2月 11日，位于辽宁葫芦岛经济开发区的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烯草酮车间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 5人死亡、1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0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烯草酮工段操作人员未对物料

进行复核确认、错误地将丙酰三酮加入到氯代胺储罐内，导致丙酰三酮和氯代胺在储罐内发生反应，放热

并积累热量，物料温度逐渐升高，最终导致物料分解、爆炸。

（三）无机化工

甘肃白银乐富化工有限公司“2·16”中毒事故

2012年 2月 16日，甘肃省白银市白银乐富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 3人死亡。该公司

使用五硫化二磷、三混甲酚反应生产 25号黑药，反应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过真空系统吸到碱液池吸收。事

发时该公司反应釜抽真空设备损坏停用，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冒险作业，从反应釜搅拌轴封处泄

漏的硫化氢气体致一人死亡，其他人员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盲目施救，致使事故扩大。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2·12”电石炉喷料事故

2017年 2月 12日，湖北宜化集团下属的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电石炉喷料事故，造成 2人死亡，

3人重伤，5人轻伤。事故直接原因为：由于电石炉内水冷设备漏水，料面石灰遇水粉化板结，形成积水且

料层透气性差，现场人员处理料层措施不当，积水与高温熔融电石发生剧烈反应，产生大量的可燃性气体

（乙炔、一氧化碳、氢气、水煤气等）遇空气爆炸，引发电石炉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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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法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加强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环办固体〔2021〕4号 2021-02-26 2021-02-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对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解除挂牌督办的通知 环办执法函〔2021〕54号 2021-02-07 2021-02-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2021版和 2016版国家危废名录对应变更类型及变更方式详表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2-03 2021-02-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2021年 第 3号）：批准 2项应急管理行业标准
应急管理部公告 2021年第 3
号

2021-03-03 2021-03-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的

通知
应急厅〔2021〕12号 2021-02-07 2021-02-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2021年 第 3号）：批准 2项应急管理行业标准
应急管理部公告 2021年第 3
号

2021-03-03 2021-03-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21-01-29 2021-01-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四批）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2-02 2021-02-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苏州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

轻行政处罚指导意见（第一次修订）》的通知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3-01 2021-03-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新常态！排污许可“一证式”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 2021-03-05 2021-03-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吴中区开展危化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专项行动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3-04 2021-03-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姑苏区四举措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2-19 2021-02-19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

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2-02 2021-02-02

政策解读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2021-02-07 2021-02-07

政策解读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解读，涉及企业变更、危废转普废等多处变化 EHScare 2021-03-10 2021-03-10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解读之一：将排污许可制打造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制度利器 生态环境部 2021-02-09 2021-02-09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解读之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为固定源排污监管执法提

供有力保障
生态环境部 2021-02-09 2021-02-09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2/t20210226_82261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2/t20210207_820731.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102/bfbcaf087dd643878c2d1ef235ce717c.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3_380674.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07_37978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07_37978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3_380674.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101/t20210129_819519.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2/2/art_1571_9662609.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58fbcdc587494852a384db4b4d64df14.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58fbcdc587494852a384db4b4d64df14.shtml
http://www.sipac.gov.cn/gthbj/gzdt/202103/6b92b09e20e445b69b0e6e0496dbae8d.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103/9079478571fb41b6ac7c9ebc234bf9a2.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102/73bb8246bb1c4e33aed12c9daee27f39.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2/t20210202_81999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2/t20210202_819996.html
https://www.mem.gov.cn/gk/zcjd/202102/t20210207_37979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yr5r18xNL5zFGK94CpHUA
https://mp.weixin.qq.com/s/hhUrR9UHB_tXs0c-8aS5Bw
https://mp.weixin.qq.com/s/JSRQRoYPLerf5V0vEkyKXA
https://mp.weixin.qq.com/s/JSRQRoYPLerf5V0vEkyK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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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解读之三：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多措并举助力排污许可制度

全面推行
生态环境部 2021-02-09 2021-02-09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安委办〔2021〕3号 2021-02-25 2021-02-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关于公开征求《煤矿安全规程（部分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应急管理部 2021-02-10 2021-02-1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1年版）》意见的函 安全生产执法 2021-03-05 2021-03-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评价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安全生产执法 2021-02-23 2021-02-23

本月标准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行业标准 加油（气）站油（气）储存罐体阻隔防爆技术要求 AQ/T 3001-2021 2021-03-03 2021-03-03

行业标准 阻隔防爆橇装式加油（气）装置技术要求 AQ/T 3002-2021 2021-03-03 2021-03-03

免责声明：本 EHS 简报由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HScare|康达检测）编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对其中任何可能的错误或疏忽承

担责任。本简报中的内容不可作为法律依据或法律释义。因参考本简报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EHScare|康达检测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需寻求专业意见，请咨询有关专业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李博（15950056605）
或加入右侧的微信公众号：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https://mp.weixin.qq.com/s/X1yPOJ3JhQPJlS0kRLx7_w
https://mp.weixin.qq.com/s/X1yPOJ3JhQPJlS0kRLx7_w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25_38040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10_379898.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6_380995.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2/t20210223_380276.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3_380674.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3_380674.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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