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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4）

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有关要求，确保完成“十三五”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2、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6-30）

6月30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要求自2020

年7月1日起，我省全面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A“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

求”，实施范围为省内涉及VOCs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及新建企业。

3、苏州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登记工作

（来源：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4）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向全市印发《关于做好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各

地贯彻落实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要求，做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

4、历史上六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5-29）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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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于工业污水处理厂执行标准疑问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2）

开发区集中工业污水处理厂排入水体功能为农业的地表水体时，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执行相应排放标

准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地表水水体功能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标准？

6、关于厂房承租方是否能使用出租方的环境应急预案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2）

厂房承租方能否直接沿用出租方的应急预案，不另行编制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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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热点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4）

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有关要求，确保完成“十三五”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0〕33

号）。

《方案》思路：坚持长期治理和短期攻坚相衔接，深入实施《“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严格落实无组织排放控制等新标准要求，突出抓好企业

排查整治和运行管理；坚持精准施策和科学管控相结合，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

销等为重点领域，以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重点企业为重点管控对象，全面加强对光化学反应活性强的VOCs

物质控制；坚持达标监管和帮扶指导相统一，加强技术服务和政策解读，强化源头、过程、末端全流程控

制，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减污增效；坚持资源节约和风险防控相协同，大力推动低（无）VOCs原辅材料生

产和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管控，强化精细化管理，提高企业综合效益。

相关资讯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6-30）

为强化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切实减少VOCs排放，促进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和《关于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告》（苏环办〔2018〕299号）等有关规定，省生态环境厅就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20年7月1日起，我省全面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A“厂区内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实施范围为省内涉及VOCs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及新建企业。

（二）企业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三）如新制（修）订标准或发布标准修改单有关规定严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

录A“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按照更严格标准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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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

苏州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登记工作

（来源：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4）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向全市印发《关于做好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各

地贯彻落实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要求，做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

一、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排查工作。摸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包括冶炼废渣、粉

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脱硫石膏、污泥、其它废物产生企业（如：机械工业切削碎屑、研磨碎屑、

废砂型等；食品工业的活性炭渣；硅酸盐工业和建材工业的砖、瓦、碎砾、混凝土碎块等）。重点摸排铝

镁机加工涉爆粉尘（废屑）企业、化工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

二、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不包括一般工业污泥）产生企业将2019

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信息登录“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报，申报工作于2020年7月30日

之前完成。一般工业污泥（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及利用处置企业继续在“苏州市一般工业固废企

业申报系统”申报。铝镁机加工涉爆粉尘（废屑）企业、化工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是本次摸排

重点，还需分别填报“铝镁机加工涉爆粉尘（废屑）企业一般工业废物调查表”和“化工园区企业一般工

业废物调查表”。请各地精心组织，及时完成申报、填报任务，于2020年8月5日前，汇总辖区内一般工业

废物调查表，并将纸质版（加盖公章）和电子版一起上报。2020年8月10日起，对未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申报的企业，将依法予以查处。

事件聚焦

历史上六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5-29）

2020年 5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六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文

中列举了过往同时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及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用以警示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和运输的企业重视当前时期的多发事故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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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举出其中 5个历史上六月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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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开封旭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26”较大燃爆事故：2019年 6月 26日，开封旭梅公司天然香

料提取车间发生一起燃爆事故，造成 7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000余万元。

直接原因：工人错误操作，使应该常压运行的设备带压运行，致使罐内超压，放料盖爆开，高温乙醇

液体从罐内大量泄出被静电引燃，挥发的乙醇气体遇明火发生爆炸，车间装置附近存放的乙醇及含乙醇提

取液造成火势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二、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6•5”爆炸着火事故：2017年 6月 5日，山东省临沂市金誉石化有限

公司装卸区的一辆运输石油液化气罐车，在卸车作业过程中发生液化气泄漏爆炸着火事故，造成 10人死亡、

9人受伤。

直接原因：运载液化气罐车在卸车栈台卸料时，快速接头卡口未连接牢固，接头处发生脱开造成液化

气大量泄漏，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点火源发生爆炸。

三、黑龙江北大荒农业公司浩化分公司“6•18”中毒事故：2015年 6月 18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造气车间发生一起 3人窒息死亡事故。

直接原因：造气车间作业人员在未办理进入受限空间审批手续、未佩戴防护用品的情况下，1人进入磨

煤工段煤浆添加剂地下溶解池内发生窒息，另有 2人未采取防护措施盲目施救，导致事故扩大。

四、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三苯罐区“6•2”较大爆炸火灾事故：2013年 6月 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第一联合车间三苯罐区在动火作业过程中发生爆炸着火，造成 4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 697万元。

直接原因：承包商作业人员在第一联合车间三苯罐区小罐区杂料罐罐顶违规违章进行气割动火作业，

切割火焰引燃泄漏的甲苯等易燃易爆气体，回火至罐内引起储罐爆炸，并引起附近其他三个储罐相继爆炸

着火。

五、郑州市食品添加剂厂“6•26”库房过氧化苯甲酰爆炸事故：1993年 6月 26日，河南省郑州市食品

添加剂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27人死亡，33人受伤，经济损失约 300万元。

直接原因：库房过量存放过氧化苯甲酰；厂房布局不合理、仓库与办公室混用；对职工随便吸烟无任

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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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

关于工业污水处理厂执行标准疑问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2）

来信：

开发区集中工业污水处理厂排入水体功能为农业的地表水体时，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执行相应排放标

准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地表水水体功能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标准？

回复：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试行）》（HJ 978-2018）的规定，工业废水集中处理

厂出水直接排入农业用水区、娱乐用水区等环境水体时，其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依据接收的各废水排

放单位相应水污染物执行的排放标准中直接排放浓度限值及废水排放量加权确定。无法加权确定的，依据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中一级标准确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相关规定，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医疗污水。

关于厂房承租方是否能使用出租方的环境应急预案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6-22）

来信：

我司租赁了某印染厂的一个生产车间进行生产经营（也是从事印染纺织），近日当地环保部门通知我

司需编制环境应急预案。经了解，厂房出租方已编制了环境应急预案并报环保部门备案，厂内也建有应急

池。请问我司能否直接沿用出租方的应急预案，不另行编制预案？

回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

法（试行）》，对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备案管理做出具体规定。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先期

响应的主要力量，企业事业单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企业事业单位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提出，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将应急措施细

化、落实到岗位，形成应急处置卡。 根据以上规定及指南，建议您编制或联合出租方修订预案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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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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20〕33号 2020-06-24 2020-06-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 环大气〔2020〕31号 2020-06-22 2020-06-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和《突发

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的通知
环应急〔2020〕28号 2020-06-04 2020-06-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
环厅〔2020〕27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石岛湾外远海倾倒区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34号 2020-06-22 2020-06-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33号 2020-06-09 2020-06-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核动力厂核事故环境应急监测技术规范》《就地高纯锗谱仪测量土壤中γ核

素技术规范》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32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同意建设国家环境保护食品链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的函 环科财函〔2020〕53号 2020-06-30 2020-06-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同意建设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鉴别与风险控制重点实验室的函 环科财函〔2020〕42号 2020-06-05 2020-06-0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等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8号 2020-06-30 2020-06-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202号 2020-06-30 2020-06-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5号 2020-06-19 2020-06-1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甲醇汽车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测量方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6号 2020-06-19 2020-06-1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环办标征函〔2020〕34号 2020-06-17 2020-06-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7号 2020-06-17 2020-06-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信息系统及联网规范（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3号 2020-06-15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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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地表水与沉积物》的通知 环办法规函〔2020〕290号 2020-06-09 2020-06-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

知
环办便函〔2020〕171号 2020-06-09 2020-06-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生态保护红线本底调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等八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0号 2020-06-05 2020-06-0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法（征求意见稿）》

等四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7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1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155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水质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征求意

见稿）》等四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8号 2020-06-01 2020-06-0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等四项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29号 2020-06-03 2020-06-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引用的污染物分析方

法有关问题的复函
监测函〔2020〕10号 2020-06-23 2020-06-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0年上半年信用管理对象列入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限期整改名单和失信“黑

名单”有关情况的函
环办环评函〔2020〕356号 2020-07-08 2020-07-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19年第三季度（第二批）和第四季度环评文件复核发现问题及处理意见的函 环办环评函〔2020〕347号 2020-07-02 2020-07-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30 2020-06-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 省公安厅关于实施城市车辆、燃气车辆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

通告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30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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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30 2020-06-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二季度省管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审批颁发情况公告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8 2020-06-28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燃煤发电机组环保设施关键辅助参数相关事项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3 2020-06-2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19年度全省社会辐射环境检测机构考核结果及年度信用状况的通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04 2020-06-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江苏省社会辐射环境检测机构名单（2020年第二批）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16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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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网上申报工作的通知 苏环字固管〔2020〕2号 2020-06-24 2020-06-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 苏环评字〔2020〕5号 2020-06-24 2020-06-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 2020-5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6-02 2020-06-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 2020-6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7-03 2020-07-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告（2019年度）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6-04 2020-06-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 5月份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受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委托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情况公

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6-24 2020-06-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集苏州市保护和奖励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实施细则意见的公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6-08 2020-06-0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苏州工业园区危险废物处置安全专项整治核查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7-07 2020-07-07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苏州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 自行监测和隐患排查工作推进会议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6-30 2020-06-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组织申报苏州工业园区 2020年度第 1批环境保护引导资金项目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6-29 2020-06-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0年度苏州市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6-03 2020-06-03

互动交流 关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扩大化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4 2020-06-24

互动交流 关于放射性污染的物料解控和场址开放标准使用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4 2020-06-24

互动交流 关于废水 pH值超标倍数的计算方法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明确固废制陶粒项目执行固废再生导则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农用地变更用途是否需要做土壤污染检测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咨询明确环评分类名录中的以上以下是否包含本数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工业污水处理厂执行标准疑问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公路项目验收声屏障降噪效果监测疑问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丝印油墨相关标准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厂房承租方是否能使用出租方的环境应急预案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关于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EHS NEWSLETTER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9 -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互动交流 关于部颁规定政策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6-22 2020-06-22

互动交流 2018年 6号文件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03 2020-07-03

互动交流 “三个一批”项目、“变动分析”报告能否作为排污许可核发的依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03 2020-07-03

互动交流 2017年 39号文件“固废禁止进口目录”是否已废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9 2020-06-29

互动交流 辐射安全许可证办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30 2020-06-30

互动交流 关于纺织企业定型加工的问题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02 2020-07-02

互动交流 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咨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7 2020-06-27

互动交流 关于《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4 2020-06-24

互动交流 特种陶瓷企业生活污水是否执行陶瓷行业标准基本排水量及排放标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8 2020-06-28

互动交流 食品、医药企业属于环境保护目标吗？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27 2020-06-27

互动交流 关于氮氧化物标准的询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15 2020-06-15

互动交流 肉禽类食品加工项目环评咨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6-11 2020-06-11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发布《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等 3本书籍 生态环境部 2020-06-30 2020-06-30

政策解读 《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的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0-06-30 2020-06-30

政策解读 一图读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生态环境部 2020-06-12 2020-06-12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人就《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

则》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06-11 2020-06-11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人就《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

程序规定》 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06-11 2020-06-11

政策解读
一图读懂《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坚决打赢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生态环境部 2020-06-09 2020-06-09

政策解读 一图读懂如何做好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工作 生态环境部 2020-06-03 2020-06-03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信息化支撑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规划函〔2020〕506号 2020-06-29 2020-06-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低风险地区夏季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

护指南（修订版）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192号
2020-06-18 20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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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拟调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核酸检测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公示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2020-06-24 2020-06-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苏州市疫情防控第 17号通告）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06-18 2020-06-18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四部门联合发布《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公告 2020年 第 3号 2020-06-12 2020-06-1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安全〔2020〕83号 2020-06-11 2020-06-1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 3项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0-07-07 2020-07-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整治和淘汰退出目录（2020年）（征求意见稿）》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淘汰落后技术装备目录（2020年第一批）（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应急管理部 2020-07-03 2020-07-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 安委督〔2020〕1号 2020-06-18 2020-06-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应急管理部 2020-06-03 2020-06-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苏应急〔2020〕24号 2020-06-22 2020-06-2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精细化工企业防火间距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苏应急函〔2020〕129号 2020-07-06 2020-07-06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0〕38号 2020-06-25 2020-06-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全省统一上线使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的通知 苏应急函〔2020〕123号 2020-06-30 2020-06-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验收指南（试行）》的通

知
苏应急函〔2020〕93号 2020-06-02 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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