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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9）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

实施方案（发电行业）》要求，为准确掌握发电行业配额分配和清缴履约的相关数据，夯实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和完善配额分配方法的数据基础，扎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运行相

关工作，现将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要求进行通知。

2、关于“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审批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和竣工自主验

收工作检查发现问题的通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31）

为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持续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工作的指导与监督，2020年11月至12月生态环境部联合19个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对“十

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审批的35个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

作开展专项检查。现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文件解读

（来源：职业健康司；发布日期：2021-03-19）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由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2年5月31日公布实施。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将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

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法律、法规和标准陆续修订，新修订了《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简化为严重和一般两类。为与现

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有效衔接，我委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有关条

款进行修订，形成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4、新常态！排污许可“一证式”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发布日期：2021-03-05）

3月1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进入

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证式”环境管理进入新常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3/t20210330_82672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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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2 -

5、历史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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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三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用以警示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和运输的企业，加强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尽力避免事故发生。

6、关于大气预测环境质量现状基本污染物取值问题的回复

7、关于实际监测值超标，修约值达标情况如何判定问题的回复

8、关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咨询的回复

9、关于风险评估中涉气风险物质包括液态物质疑问的回复

10、危废仓库是否设置气体导出口、废气处理装置

EHS热点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9）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

实施方案（发电行业）》要求，为准确掌握发电行业配额分配和清缴履约的相关数据，夯实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和完善配额分配方法的数据基础，扎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运行相

关工作，现将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要求进行通知：

一、工作范围

工作范围为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的2013至2020年任一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以下简称重点排放单位）。其中，发电行业的工作范围应包括《纳入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

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确定的重点排放单位以及2020年新增的重点排放单位。

2018年以来，连续两年温室气体排放未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或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原因不

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再排放温室气体的，不纳入本通知工作范围。

二、工作任务

（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组织行政区域内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相关规定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见附件2），通过环境信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3/t20210303_380636.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9_826563.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5.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4.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9.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228&sysid=14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3/t20210330_826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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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平台（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permit.mee.gov.cn）做好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填报工作。

发电行业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有关生产数据及支撑材料应于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线上填报。

组织行政区域内的其他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于2021年9月30日前，通过环境信息平台填报2020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情况、有关生产数据及支撑材料。

（二）组织核查。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

行）》，组织开展对重点排放单位202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并填写核查数据汇总表（环境信息

平台下载），核查数据汇总表请加盖公章后报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发电行业的核查数据报送工作应于2021

年6月30日前完成，其他行业的核查数据报送工作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三）报送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和相关材料。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

向我部报送本行政区域2021年度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参照《关于做好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528号）要

求，报送新增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的系统开户申请表和账户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四）配额核定和清缴履约。在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019-2020年度的配额核定

工作，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配额的清缴履约工作。

（五）监督检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二）落实工作经费保障；（三）加强能力建设。

就上述工作中涉及的相关技术问题，可通过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

（http://114.251.10.23/China_ETS_Help_Desk/）或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http://permit.mee.gov.cn“在

线客服”悬浮窗）咨询。

关于“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审批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和竣工自主验收

工作检查发现问题的通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31）

为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持续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

护自主验收工作的指导与监督，2020年11月至12月生态环境部联合19个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对“十

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审批的35个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

作开展专项检查。现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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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发现，35个建设项目中有25个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存

在问题（详见附件），问题率高达71.4%。

（一）部分建设单位未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一是个别建设单位在项目初步设计文件中未编写环保篇章，未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及

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二是部分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未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配套建设污

染防治设施，擅自变更生产工艺及规模。

三是部分建设单位在自主验收过程中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完整、结论可信度低等把关不严问题较为典

型。

（二）部分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

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落实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力度不足，“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的

现象依然存在，未对建设项目设计、施工、验收、投产或使用中落实环保“三同时”及各项环境管理规定

情况认真逐一开展监督检查，违法行为查处不及时、不到位问题大量存在。

（三）部分项目政府承诺事项进展缓慢

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部分建设项目办理环评手续时政府作了大量承诺，但项目落地后政府承诺事项

存在不兑现或不如期兑现情形，本次检查发现4个项目涉及此类问题。

二、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请相关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对此次检查发现的25个建设项目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并对后续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同时，持续做好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落实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工作的日常监管。

（二）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承诺事项

请山西、江苏、山东、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充分利用约谈、省级生态环保督察等手段，督促建设项目所

在地政府切实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按其承诺落实相关责任，对建设项目环评批复中载明的由政府

承诺实施的区域削减、居民搬迁等事项，保质保量、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三）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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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切实做到遵法

守法。一是对本次检查发现建设过程中发生变动的9个建设项目，督促其及时开展重大变动判定工作，并依

法分类履行相关程序。二是对本次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督促其及时制定整改计划，按期

完成整改工作。三是举一反三，督促行政区域内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政策解读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文件解读

（来源：职业健康司；发布日期：2021-03-19）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号）由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2年5月31日公布实施。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将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

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法律、法规和标准陆续修订，新修订了《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简化为严重和一般两类。为与现

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有效衔接，我委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有关条

款进行修订，形成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一、主要修订内容

1.将《目录》的适用范围由“指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行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分类监督管

理”拓展为“适用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分类监督管理和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定期检测频次确定”。

2.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由原来的严重、较重、一般三类简化调整为严重和一般两类，删除较重等

级。

3.增加补充条款，“建设单位（或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存在职业病危害但未纳入本《目录》风险分类的，

可根据职业病危害评价结果确定风险类别”。

4.根据最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结合全国职业病报告数据、行业特点以及文献报道资料，纳入《目

录》的行业领域补充了建筑业、农业、林业、渔业、开采专业及辅助活动、水产品加工、饮料制造、精制

茶加工、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等行业的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完善了需纳入管控的行业类别。

二、需要注意的事项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2103/a95e92e192a2448c99e38312ae2224d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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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般风险行业的建设项目（或用人单位工作场所）采用的原材料、生产工艺和产品等可能产生的

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程度，与其在本《目录》中所列行业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程度有明显区别的，建设单位（或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职业病危害评价结果，确定该建设项目（或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类别。

2.如果同一个项目（或用人单位）不同子项目内容（或工作场所）分别属于不同行业的，应当根据风险

级别高者确定风险类别。

3.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目录》进行补充。

4.建设单位（或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目前尚未制定职业卫生标准检测方法的，各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央企业应及时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支持和鼓励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央企业积

极开展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标准检测方法的研究。

相关资讯

新常态！排污许可“一证式”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发布日期：2021-03-05）

3月1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进入

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证式”环境管理进入新常态。

做好服务，为排污证发放开辟“绿色通道”

为提高核发排污许可证发放的科学性、高效性，生态环境局集中学习讨论排污许可证发放过程中的疑

点、难点，从而加快审核速度，提高审核质量。相关处室多次组织人员进企业指导，从前期公告、摸排底

数，到组织企业集中培训、指导填报，逐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核发工作流程，累计组织10场专项培训会，

服务企业100多家（次），目前已经对434家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

优化监督，做到执法与帮扶两促进

按照“核发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达标排放一个行业”的思路，园区通过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证

后监管查清固定污染源家底，执法中对于企业提出的疑问做好引导和指导，对应领证而未领的企业及时提

醒，做到帮扶、监管、监测、执法“四联动”。

下一步，园区生态环境局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证发放的有机结合，提

升政务效能，支持服务好企业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http://www.sipac.gov.cn/gthbj/gzdt/202103/6b92b09e20e445b69b0e6e0496dbae8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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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历史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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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

一、2021年 2月发生的较大事故

2021年 2月 26日 16时 19分左右，位于湖北省于仙桃市西流河化工园区的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硫化物精制车间复产复工过程中发生闪爆事故，造成 3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021年 2月 27日 21时 30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粘胶长丝生产过程中突然停电，造成排风设备停

止工作。23时 10分左右，新原液车间员工在恢复供电过程中，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 5人死亡，8人

中毒。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二、历史上 3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一）石油化工

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一厂“3·15”换热器爆炸事故

1986年 3月 15日，上海石化总厂化工一厂在进行换热器气密性试验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现场工作的

4人死亡。事故直接原因是：爆炸的换热器共有 40只紧固螺栓，但操作人员只装了 13只螺栓就进行气密性

试验，且因试压环比原连接法兰厚，原螺栓长度不够，但操作工仍使用原螺栓，当气压达到 3.5MPa时发生

爆炸。

河北保定石油化工厂“3·31”渣油罐焊接作业爆炸事故

1984年 3月 31日，河北保定市石油化工厂渣油罐发生爆炸事故，波及相距 20米的两个容积为 1800m3

的汽油罐，引起汽油罐爆炸起火，造成 16人死亡，6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 45万余元。事故直接原因是：

该厂违章输送渣油，油温过高，在罐区形成可燃性气体，员工违章进行焊接作业，引爆可燃性气体，导致

事故发生。

（二）精细化工

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2019年 3月 21日，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造成 78人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 19.86亿元。事故直接原因是：天嘉宜公

司旧固废库内长期违法贮存的硝化废料持续积热升温导致自燃，燃烧引发硝化废料爆炸。

上海硫酸厂“3·17”二甲基亚砜氧化器爆炸事故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3/t20210303_3806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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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3月 17日，上海硫酸厂五车间二甲基亚砜工段氧化器在开车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4人死

亡，1人重伤，16人轻伤。该厂工艺操作规程规定，二甲基亚砜停止生产时，应在停止通入二甲硫醚的同

时，立即切断氧化氮和氧气。但工艺员和当班操作工违反了这一规定。在停车时，将氧化氮和氧气量减半

通入，而且在连续通入近 20小时后，才开始通入二甲硫醚，二甲硫醚与母液过量吸附的氧化氮剧烈反应，

导致发生爆炸事故。

（三）有机化工

河北唐山华熠实业公司“3·1”较大火灾事故

2018年 3月 1日，河北省唐山市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包商迁安市天良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在苯加氢车间酸性污水暂存罐改造作业过程中发生爆燃引发火灾事故，造成 4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

直接原因是：事故发生时酸性污水暂存罐自投产已经使用三年多，罐内残存有机烃物质逐渐增多，罐内有

机烃及硫化氢等物质和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气体，作业人员拆除酸性污水暂存罐灌顶备用口盲板后，未

采取封闭措施，因工具碰撞产生火花，引起从备用口逸出的和罐内的爆炸性气体爆燃发生着火。

（四）无机化工

江苏无锡化工集团大众化工厂“3·24”混和桶爆炸事故

1995年 3月 24日，无锡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化工厂保险粉车间后道混合包装岗位的混和桶发生

爆炸，造成 6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直接原因是：混和桶内物料不合格并分解放热，使物料温度升高，分

解加剧，加上混合桶严重超量，堵塞排气口，使分解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在桶内压力剧升，导致混和桶爆

炸。

河北魏县宏顺化工原料有限公司“3·29”中毒窒息事故

2013年 3月 29日，魏县宏顺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在排除二硫化碳冷凝管道堵塞故障中，发生中毒窒息事

故，造成 3人死亡，2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00万元。事故直接原因是：炉火操作工发现管道堵塞后，

没有及时向厂方报告，在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擅自打开运行中的有毒气体管道疏通口泥土封堵，

对堵塞管道进行疏通作业，造成硫化氢、二硫化碳气体大量泄漏，操作人员吸入有毒气体后中毒昏厥跌落

水池中。4名操作工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盲目施救，先后中毒昏厥，致使事故扩大。

互动交流

关于大气预测环境质量现状基本污染物取值问题的回复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9_8265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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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9）

来信：现环境空气质量模型技术支持服务系统内购买的气象数据，其中基本污染因子，环境空气质量

逐日数据仅国控站点有数据，省控站点逐日数据未公开（当地政府网站会有月报公开，但未明确其数据取

值方式）。此类情况，项目涉及基本污染因子需叠加分析，应采用现状监测还是取用评价基准年内，已公

开的每月数据取均值，还是取国控站点数据。

回复：1.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2-2018）》相关要求，在进行现状评价时，

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数据采用评价范围内国家或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中的评价基准年连续 1年的

监测数据，或采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数据（6.2.1.2条款）。评价范围内没有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监测数据或公开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数据的，可选择符合 HJ664规定、并且与评

价范围地理位置邻近、地形、气候条件相近的环境空气质量城市点或区域点监测数据（6.2.1.3条款）。建

议基于以上原则，选择适用的现状监测数据。在没有以上相关监测数据或监测数据不能满足规定的评价要

求时，可按要求进行补充监测（6.2.3条款）。 2.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

要求，污染物年均值、月均值均由日均值算术平均后得到。

关于实际监测值超标，修约值达标情况如何判定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2）

来信：2019年 01月 07日《关于噪声结果保留位数问题的回复》中要求噪声测量结果应修约至个位。

如果某厂界执行 GB12348-2008中 2类功能区排放限值，昼间 60dB，夜间 50dB，昼间该厂界某点位噪声监

测值为 60.4dB，背景值为 50.0dB，依据 HJ706-2014中 5.2的规定，不做修正，依据 HJ706-2014中 8.1的规

定，修约后噪声排放值为 60dB。此修约后噪声排放值满足 GB12348-2008中 4.1.1的要求：不超过表 1规定

的限值（60dB）。此时能否评价为达标？

回复：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2014)的相关要求，将噪声测量值修约到

个位数，昼间厂界噪声测量结果为 60dB(A)，未超过 2类声功能区厂界噪声昼间标准限值，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第 4.1.1条“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限值”的要求，应判定为达

标。

关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咨询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2）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5.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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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方法》（HJ941-2018）表 2中，有关毒性气体泄漏监控预警措施评估

指标“(1)不涉及附录 A有毒有害气体”，问题一：这里的有毒有害气体%22 是指附录 A中第一部分有毒气

态物质吗？问题二：企业里涉及有盐酸、氨水这类物质，若发生事故时有 HCl、氨气挥发出来，是否也需

要考虑此项得分？

回复：问题一：有毒有害气体是指附录 A中第一部分有毒气态物质。问题二：企业里涉及有盐酸、氨

水物质，不需要考虑此项得分。

关于风险评估中涉气风险物质包括液态物质疑问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2）

来信：《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中说到，涉气风险物质包括附录 A中的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六部分全部风险物质，也就是包括了液态物质。我们公司存在稀盐酸。在涉气风险物质中需要算

一遍盐酸临界量，在涉水风险物质中再算一遍盐酸临界量，是这样吗？而且涉气的临界量与涉水的临界量

都是一模一样的吗？在同时计算盐酸涉气风险与涉水风险时，我们最后得出盐酸涉气风险大于涉水风险，

这样合理吗？

回复：液态物质的涉气风险主要来自挥发形成气态物质，盐酸泄漏造成氯化氢挥发，《企业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分别评估企业涉气和涉水风险，应分别计算，开展涉水和涉气风险分

级计算时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环境受体敏感程度不同，得到的分级结果可能出现涉气风险大于涉水风险。

在进行稀盐酸涉气风险分级时，稀盐酸的存在量可根据气态挥发量进行折减。

危废仓库是否设置气体导出口、废气处理装置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1-03-24）

来信：根据省厅发布的《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中九、

规范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要求设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同时要执行《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9]149号）有关要求，

经查苏环办[2019]149号，未提及危废仓库设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的内容。对照《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4.3条：在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发的固体危废可在贮存设施堆放及 6.2.2

条：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请问，苏环办[2019]327号中有关危废库导出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9.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228&sys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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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及净化装置在何条件下需要，如果企业无挥发性固废，又无泄漏液体，危废库是否需要设置导出口及净

化装置，或无挥发性固废，但有泄漏液体的情况，是否需要设置到出口及净化装置。

回复：《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1.2节“适用范围”规定，本标准适用所有危险废物（尾矿除外）

贮存的污染控制及监督管理。6.2.2节规定“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7.9

节规定“气体导出口排出的气体经处理后，应满足 GB 16297和 GB 14554的要求”。请据此做好危险废物

贮存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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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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2021〕9号 2021-03-29 2021-03-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环办土壤〔2021〕8号 2021-03-23 2021-03-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审批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和竣工自主

验收工作检查发现问题的通报
环办执法函〔2021〕136号 2021-03-31 2021-03-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推荐先进大气污染防治、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的通知 环办科财函〔2021〕139号 2021-03-31 2021-03-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1〕130号 2021-03-29 2021-03-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 发改环资〔2021〕381号 2021-03-18 2021-03-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合会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专题对话会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3-31 2021-03-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一图读懂生态环境部 2月重点工作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3-29 2021-03-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3-25 2021-03-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服务企业绿色发展 促进环境持续改善”（2021年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3-30 2021-03-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 年度全市突发环境事故应对情况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3-16 2021-03-16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苏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情况的公示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3-03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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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解读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文件解读 职业健康司 2021-03-19 2021-03-19

来信选登 关于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不合理设定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9 2021-03-29

来信选登 关于大气预测环境质量现状基本污染物取值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9 2021-03-29

来信选登 关于实际监测值超标，修约值达标情况如何判定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来信选登 关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咨询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来信选登 关于风险评估中涉气风险物质包括液态物质疑问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3/t20210330_82672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3/t20210325_82616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31_82680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3/t20210329_82648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103/t20210326_82625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3/t20210331_826949.html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03/t20210329_826590.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3/t20210326_826212.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1fd2dc438ae7414abbd6eb91f5eaa831.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yjgl/202103/c55e5e6ba24347b2ac51182e65726b58.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29a41c563aac4106aea0cdcd3a1a7d80.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58fbcdc587494852a384db4b4d64df14.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103/58fbcdc587494852a384db4b4d64df14.shtml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2103/a95e92e192a2448c99e38312ae2224d5.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9_826568.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9_826563.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5.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84.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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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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选登 关于企业排放废气是否作为应急预案风险物质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来信选登 关于风险评估中风险物质折纯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来信选登 关于镍等金属原材料是不是风险物质咨询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3-22 2021-03-22

政民互动 同一个法人投资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危险废物是否办理危废经营许可证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政民互动 2021-03-26 2021-03-26

政民互动 危废仓库是否设置气体导出口、废气处理装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政民互动 2021-03-24 2021-03-24

政民互动 产废点位置移动变更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政民互动 2021-03-20 2021-03-20

政民互动 2021分类管理名录中印刷行业类别判断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政民互动 2021-03-15 2021-03-15

健康
国家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 职业健康司 2021-03-19 2021-03-19

国家性文件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法发〔2020〕7号 2020-02-10 2020-02-10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 安委办〔2021〕4号 2021-03-23 2021-03-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2021-03-29 2021-03-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矿山救援队伍训练大纲及考核要求（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2021-03-09 2021-03-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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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2021-03-05 2021-03-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大排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1〕20号 2021-03-15 2021-03-15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部署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 苏州日报 2021-04-01 2021-04-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召开全省安全生产执法和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的通

知
苏应急电〔2021〕18号 2021-03-11 2021-03-1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召开全省丁二烯企业事故警示教育会议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1〕21号 2021-03-18 2021-03-18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转发应急管理部关于召开全国“两会”危险化学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

推进会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1〕12号 2021-03-01 2021-03-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以“四最”措施筑牢危化品安全生产“防火墙” 苏州市应急局 2021-03-29 202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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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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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hscare.com/law.asp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8.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7.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3/t20210322_825375.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517&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228&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7726&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6967&sysid=143
http://www.nhc.gov.cn/zyjks/zcwj2/202103/d1ef4672b5a643c9966832b
http://www.nhc.gov.cn/xcs/pfzs/202002/6090ed34d8e64d038fbed94b9f957059.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23_381837.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29_38232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9_381065.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06_380995.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5/art_3154_9703871.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szyw/202104/21328625ac4941e8980ccbfe9169f0d5.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1/art_3154_9700958.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1/art_3154_9700958.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8/art_3154_9708241.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art_3154_968381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1/art_3154_968381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3/29/art_80309_9714409.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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