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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常见违法行为汇总

（来源：苏州园区EHS协会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7-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根据该标准，现有企业自2020年7月1日起，

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按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2、关于印发《2020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7-24）

为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提高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依据《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环办监测函〔2018〕793号），生态环境部将组织开展2020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

扶指导工作。

3、车间外 1米废气超标！苏州罚出厂内无组织排放省内第一案

（来源：江苏生态环境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7-21）

7月19日，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辖区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专项执

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某玻璃钢叶轮生产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收集不到位、现场气味刺鼻等情况，依法进

行立案调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按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成为新标准实施后江苏省厂内无组织排放超标

处罚第一案。

4、历史上八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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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险废物超过50%-120%项目是否可以纳入验收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7-24）

废气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量超过环评量的50%-120%，是否可以根据苏环办[2015]256号文，判定

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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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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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热点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常见违法行为汇总

（来源：苏州园区EHS协会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7-22）

一、措施（行为）违法，如果企业未采取以下措施，属于违法行为。

1.要求密闭但实际未进行密闭。

如：非取用状态时敞开 VOCs物料储存容器，VOCs物料进行敞开式转移和输送，敞开式化学反应等。

2.要求收集处理但实际直接排放。

如：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冷凝单元排放的不凝尾气，吸附单元的脱附尾气，

分离精制母液槽废气，真空系统排气，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的退料、清洗及吹扫排气等直排。

3.要求密闭或采取其他控制措施，但实际既未密闭、也未采取控制措施。

如：满足真实蒸气压和储罐容积条件下的储罐呼吸废气、装载废气未采取 VOCs废气控制措施，满足

逸散浓度条件下的废水集输与处理设施未采取 VOCs废气控制措施，取样过程、其他涉 VOCs物料的化工

工艺过程、含 VOCs产品的使用过程、有机聚合物制品生产过程等未采取 VOCs废气控制措施。

二、废气采用外部排风罩（集气罩）收集时，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

速未达到 0.3m/s（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未采用负压状态，或者正压状态时的泄漏检测值超过 500μmol/mol。

四、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泄漏控制，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

定予以处理：企业密封点数量超过 2000个（含），但未开展 LDAR工作的；未按规定的频次、时间进行

LDAR的；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现有 2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

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和时间开展 LDAR工作，应该根

据台账资料进行认定。

五、未按规定配置 VOCs处理设施的（收集的废气中 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时，应配置 VOCs处理

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特别是 NMHC

初始排放速率达到 2kg/h的企业如存在以下典型情况：采用光催化、低温等离子等低效技术的，采用一次性

活性炭吸附技术但未及时更换的，空气喷涂废气即使采用吸附浓缩—燃烧技术但仅采用水喷淋、一道初效

过滤等简易方式进行漆雾预处理的，非水溶性 VOCs废气采用喷淋吸收技术的，可初步认定为处理效率达

不到 80%，如企业提出异议，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核实。

https://mp.weixin.qq.com/s/nYQ5g8wzxdFf5RIBDGv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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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排气筒高度低于 15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或者未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排

气筒。

七、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未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

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

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八、未按规定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如运行时间、废气处

理量、操作温度、停留时间、吸附剂再生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催化剂更换周期和更换量、吸收液 pH值等关

键运行参数。

九、工业涂装企业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

放口外 1m，距离地面 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m，距离地面 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监控点的任意 1小时平均浓度值（10mg/m3）

或任意一次浓度值（50mg/m3）超过标准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相关资讯

关于印发《2020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7-24）

为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提高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依据《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环办监测函〔2018〕793号），生态环境部将组织开展2020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

扶指导工作。

一、总体目标

按照“测管协同”的原则，生态环境部门采取现场评估、抽测和比对监测等方式，加强对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的帮扶指导，进一步压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提高自行监测数据质量，为环境管理提供精准、可靠

的监测数据支撑。

二、实施原则

测管协同，形成合力。各地应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开展帮扶指导工作，监测、执法部门应明确分

工、密切配合，监测部门负责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和监测，执法部门负责对排污单位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自动监测设施运行情况等进行勘验，制作相应的笔录。

快速移交，违法必查。现场帮扶指导时，若发现监测机构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证据，应及时移交当地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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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门；现场监测结束后，监测机构应及时对样品进行分析并出具监测报告，于3个工作日内将监测

报告移交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应进一步调查核实，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明晰事权，压实责任。建立健全“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企业对排污状况

和自动监测数据负责，环境监测机构对其出具的监测报告负责。

三、对象范围

2019年12月31日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四、帮扶指导内容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和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重点评估：排污许可证

中载明的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一致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与自行监测方案的

一致性；自行监测行为与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的符合性，包括自行开展手工监测的规范性、委托监测的

合规性和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维护的规范性；自行监测结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规范性。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督促排污单位，对照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要求和排污许可证载明事项，加强

自行监测体系的自评估，提高自行监测的规范性。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帮扶指导，

并对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评估情况进行审核。生态环境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

帮扶指导，对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校核。

五、时间安排

（一）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2020年10月底前，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2020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求，按照“时间随机、

对象随机”的原则，组织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评估、抽测和比对监测工作。原则上，

每省份评估排污单位数量不少于10%，抽测废气和废水排污单位数量各不少于100家，河北、山西、江苏、

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和陕西8个省在此基础上增加抽测涉VOCs排放排污单位不少于100家；并对安装自

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同步开展比对监测，监测项目由各地根据管理要求确定。2020年11月底前，将实施

情况（详见附件2）报送生态环境部，并向社会公布相关结果。

（二）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部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建专家组具体实施，其中，各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派员任组

长。2020年8月至9月，对涉VOCs排放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情况进行帮扶指导；2020年9月至11月，对废水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情况进行帮扶指导。2020年12月，各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各相关省份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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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进行校核。

六、组织保障

（一）各地应建立长效机制，按照“谁发证、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帮扶指导，

并保障人员和经费。

（二）各地应依法做好帮扶指导的现场工作，监测人员按照监测规范做好现场监测，执法人员严格按

照要求制作相应的笔录。

（三）加强信息公开，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公开本行政区域现场评估、抽测和比对监测工作情

况，通报问题企业，接受社会监督。

处罚案例

车间外 1米废气超标！苏州罚出厂内无组织排放省内第一案

（来源：江苏生态环境公众号；发布日期：2020-07-21）

7月 19日，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辖区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专项执

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某玻璃钢叶轮生产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收集不到位、现场气味刺鼻等情况，依法进

行立案调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按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成为新标准实施后江苏省厂内无组织排放超标

处罚第一案。

检查人员发现，该企业正在进行产品补漆生产，其叶轮生产车间内成型玻璃钢叶轮产品正在进行晾干

固化，车间窗户全部敞开，树脂取用区的塑料桶内均有树脂液体，桶口也未封闭，现场气味刺鼻，VOCs

无组织排放明显较重。排查中，手持的 VOCs气体检测仪读数居高不下，并且持续报警。执法人员立刻组

织专业检测机构对叶轮生产车间南侧玻璃窗外的 VOCs 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检查中，监测人员严格

按照最新的无组织废气采样技术规范要求，在企业生产车间大门外 1米处、距离地面 1.5m以上位置处进行

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企业车间窗外 1m处无组织排放废气的非甲烷总烃小时平均浓度为 7 mg/m3，超出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中,监测点处 1h平均浓度特别排放限值（6 mg/m3）要求，其中 9点

38分测定的瞬时浓度值为 24 mg/m3，涉嫌挥发性有机物收集不到位,及厂区内无组织超标排放。

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这是全省 VOCs 综合治理行动中采用附录 A“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特别排放限值”作为执法标准，同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快速检测方法，

罚出的厂内无组织超标处罚第一案。

https://mp.weixin.qq.com/s/UzfqiRV3BZokGRogYCYW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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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历史上八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7-30）

一、石油化工

河北省沧州市中捷石化有限公司“8·10”火灾事故

2017年 8月 10日，位于河北沧州的中捷石化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 2人死亡，12人受伤。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2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气压机出口冷却器内漏，该公司在组织维保单位更换冷

却器出口阀门过程中，未对系统进行有效隔离，造成凝缩油自吸收塔窜入冷却器出口并泄漏扩散，遇金属

撞击火花闪燃，造成现场作业人员伤亡。

二、精细化学品

山东武城康达化工有限公司“8·4”中毒窒息事故

2006年 8月 4日，山东武城康达化工有限公司一分厂甲氧基乙酸车间发生二氧化氮中毒事故，导致 4

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1名操作工由人孔处进入甲氧基乙酸反应釜内作业，发生二氧化氮中毒窒息。

企业组织抢救时，在无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先后多人进入反应釜内施救，导致中毒窒息。

三、无机化工

辽宁省海城市化工厂“8·1”硫化氢中毒事故

1981年 8月 1日，辽宁省海城市化工厂氯化钡车间工人在清理硫氢化钙储罐时因硫化氢中毒，导致 5

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氯化钡车间 3名工人在进入硫氢化钙储罐前未经置换和分析，也未佩戴防护

面具就进罐作业，导致 1人中毒晕倒罐内，现场其他人员发现后盲目施救，最终导致 5人中毒死亡。

哈尔滨凯乐化学制品厂“8·5”爆炸事故

2011年 8月 5日，哈尔滨凯乐化学制品厂发生爆炸，导致 3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时，4名工作人员

正在对亚氯酸钠及柠檬酸进行分装操作。分装过程中，亚氯酸钠固体遇到明火或其它点火源引起着火和燃

爆，最终导致库内存放的桶装亚氯酸钠爆燃。

四、有机化工

安徽芜湖山江化学集团公司“8·5”泄漏爆炸事故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07/t20200730_354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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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8月 5日，芜湖山江化学集团公司 PVC厂聚合工段因氯乙烯外泄，发生爆炸，造成 5人死亡，

4人重伤，3人轻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聚合工段对两台用于进料的氯乙烯单体泵的密封组件拆下维修，

下班时 2#泵的进料口短接法兰没有连接，也未设置“禁止启用”安全警示标志；交接班时，对未维修完的

2#泵交代不清；当班操作工误开，造成氯乙烯外泄，又未及时应急处置，导致氯乙烯大量外泄，引发爆炸

燃烧。

辽宁本溪草河口化工厂“8·29”爆炸事故

1989年 8月 29日，本溪草河口化工厂 PVC车间聚合工段因氯乙烯外泄，发生空间爆炸，造成 12人死

亡、2人重伤、2人轻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操作错误，反应仅 8小时冷却水被停用(该厂聚合反应一

般为 11小时左右)，导致处于聚合反应中后期的 3#釜内温度、压力骤增。因聚合釜与爆破片之间的阀门被

关闭，爆破片未能起到泄压作用，氯乙烯冲破釜顶人孔垫片外泄，造成爆炸。

互动交流

关于危险废物超过 50%-120%项目是否可以纳入验收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7-24）

来信：

近期接到一个验收项目，通过危险废物统计发现废气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量超过环评量的

50%-120%，是否可以根据苏环办[2015]256号文，判定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回复：

苏环办[2015]256号文件明确，由于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调整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界定为重大变

动。因此建议对该项目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进行详细核实，如果涉及工艺调整导致废活性炭量增加的，

应当属于重大变动。反之，如果不涉及工艺调整，主要因为环评文件估算量有误差的，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变动分析》进行必要的说明，可以纳入验收管理。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1640&sys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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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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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0-07-03）

来信：

您好，现有关于排污许可的相关问题咨询①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

通知》（环办环监[2016]46号）以及省环委会《关于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苏

环委办[2015]26号），我公司按照“登记一批”要求进行现状评价，并在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登记，纳入

了日常环境管理。现申领排污许可证时，该项目《现状评价报告》能否作为排污许可证核发的依据？②我

公司某项目竣工后较原环评发生了变化，编制了《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经论证，该变动不属于重大

变动，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境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号），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

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号），验收前需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否作为排污许可证核发的依据？

盼复为感！

回复：

问题 1，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环评文件或者按国家规定经地方政府整

顿规范的证明材料做为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条件之一，因此《现状评价报告》及管理部门确认登记备案的文

件可以作为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证明材料。问题 2，《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可以作为申领排污许可证的补

充材料。申请单位对报告结论负责。管理部门有对报告内容和结论有疑问的，应当组织现场核查。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1353&sys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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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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的通知 环办监测函〔2020〕388号 2020-07-24 2020-07-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发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等 14行业（领域）手册 生态环境部 2020-07-02 2020-07-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和《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

保护规定》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35号 2020-07-23 2020-12-0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中国公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36号 2020-07-24 20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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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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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216号 2020-07-08 2020-07-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制度落实情况的通报 环办执法函〔2020〕357号 2020-07-08 2020-07-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放射性测井辐射安全与防护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39号 2020-07-08 2020-07-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铀矿冶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铀矿冶退

役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221号 2020-07-10 2020-07-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核动力厂营运单位核安全报告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219号 2020-07-10 2020-07-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人造板工业（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0号 2020-07-13 2020-07-1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玻璃制造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1号 2020-07-16 2020-07-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

知
环办便函〔2020〕186号 2020-07-24 2020-07-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250号 2020-07-24 2020-07-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征求意

见稿）》等十一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2号 2020-07-24 2020-07-24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9.html
http://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07/t20200702_787103.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7/t20200724_79103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7/t20200724_79103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7/t20200727_79132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2_78704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2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2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7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6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6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08_78816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0_78882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0_78882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0_7887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3_78901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3_78901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6_78948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16_78948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104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104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103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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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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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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号 2020-07-27 2020-07-2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水质监测用无人艇技术要求（试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3号 2020-07-30 2020-07-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征求意见稿）》（修订 GB 5084）意

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4号 2020-07-31 2020-07-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厕所粪污

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指南》和《农村厕所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的通知
农办社〔2020〕7号 2020-07-14 2020-07-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0〕1146号 2020-07-10 2020-07-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 2020年 第

4号(农用薄膜管理办法) 2020年 第 4号 令 2020-07-03 2020-07-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江苏省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执法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

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14 2020-07-1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转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通

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0 2020-07-2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江苏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3 2020-07-23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8 2020-07-2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江苏省机动车及排放检验机构环保信用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9 2020-07-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民法典中涉及到生态环境的部分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30 2020-07-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企业环境管理服务“苏环十条”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环办字〔2020〕124号 2020-07-04 2020-07-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对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092号建议的答复 苏环案复〔2020〕47号 2020-07-04 2020-07-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356号提案的答复 苏环案复〔2020〕46号 2020-07-04 2020-07-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217号建议的答复 苏环案复〔2020〕50号 2020-07-04 2020-07-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 053号提案的答复 苏环案复〔2020〕51号 2020-07-06 2020-07-06

地方规范性文件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0150号建议的答复 苏环案复〔2020〕49号 2020-07-06 2020-07-06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第二季度（6月份）双随机检查情况汇总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7-16 2020-07-16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7_79131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30_79189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31_79211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31_79211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8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8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3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90.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14/art_1571_930521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14/art_1571_930521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0/art_1571_9313569.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0/art_1571_9313569.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3/art_1571_932314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3/art_1571_932314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8/art_1571_9329680.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9/art_1571_933188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29/art_1571_9331884.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7/30/art_1586_9333932.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bbcf1dd2e49c4bcab77bda081d49aa0d.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96e0f743981b42c2be16ec6eeb509212.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9f1995887a84490088b7224e4a7dece1.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a095e0f2fcee4ec8bf4fd011a443fbdc.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f5d07e730a4c4802b87b67ea3e766011.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562459ca767941cb8da62d38fbd2638b.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7/8a180044510d47a29b1beb4a5e66cbd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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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结果（信息公开-2020年 5月至 6月）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7-24 2020-07-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0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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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24 20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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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拟废止 7件部门规范性文件公开征集意见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7-24 20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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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 2020年度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联网工作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7-29 2020-07-29

互动交流 关于在线监测数据超标作为处罚依据的咨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7 2020-07-27

互动交流 运输企业为节省成本使用不合格柴油是否有处罚法律依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30 2020-07-30

互动交流 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咨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7 2020-07-27

互动交流 关于危险废物超过 50%-120%项目是否可以纳入验收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4 2020-07-24

互动交流 网格化监管的实施方式、步骤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1 2020-07-21

互动交流 关于 COD的在线监测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17 2020-07-17

互动交流 环评未批完但编制人员离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14 2020-07-14

互动交流 关于化学纤维制造行业环评等级分类问题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12 20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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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解读 《关于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0-07-02 2020-07-02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废止 23项卫生健康标准的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07-08 2020-07-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外卖配送和快递从业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健康防护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08号 2020-07-10 2020-07-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观察和救治临时特殊场所卫生防护技术要求》等 6
项卫生行业标准的通告

国卫通〔2020〕13号 2020-07-21 2020-07-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肉类加工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16号 2020-07-23 2020-07-23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fsgl/202007/226c2c82d20b4ef3b1f737f128b5d0ba.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fsgl/202007/0616f62161fd43cbac1edb55e9cffbc5.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fsgl/202007/0616f62161fd43cbac1edb55e9cffbc5.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007/367e002770474c418172f38b066f95f2.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myzj/202007/89fd6aa5fdf347e3bb896fa8ae377261.shtml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7/t20200707_1170859.htm
http://www.sipac.gov.cn/dept/gthbj/tzgg/202007/t20200729_1284298.htm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3300&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2968&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2148&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1640&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90096&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9491&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8092&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5737&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1947&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181353&sysid=143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007/t20200702_787235.shtml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007/d234022cf8ae4e8e8703283c4eb6019a.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7934td/202007/c95f49f34989404398c13c7a0897edc9.shtml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007/992a8d0b6c754e0db3df7458d604962e.shtml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007/992a8d0b6c754e0db3df7458d604962e.shtml
http://www.nhc.gov.cn/zyjks/s7788/202007/da460be1ba37458eabc7d8eba5bb57e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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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洪涝灾区预防性消毒技术规范》的通告 国卫通〔2020〕15号 2020-07-24 2020-07-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21号 2020-07-30 2020-07-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学会关于批准发布《室内空气质量健康评价标准》团体标准的

公告

江苏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学

会
2020-06-30 2020-07-01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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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 2020-07-03 20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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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 2020-07-07 2020-07-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非煤矿山一线岗位安全生产指导手册的通知 应急厅函〔2020〕159号 2020-07-13 2020-07-1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路水运工程淘汰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目录（第一批）》的公示 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 2020-07-21 2020-07-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更新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式样的通知 应急厅〔2020〕31号 2020-07-31 2020-07-31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告 2020年第 1号 江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0-07-02 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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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应急规〔2020〕1号 2020-07-24 2020-07-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举办全省重点冶金钢铁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等人员安全管理知识与

能力培训班暨全省冶金钢铁企业安全生产省级核查启动会的通知
苏应急函〔2020〕158号 2020-07-27 2020-07-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夏季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0〕56号 2020-07-29 20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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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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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007/2528fb08fd9448348bfcdf5cc0e25283.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7923/202007/d7506c06f8234188be9db0400d8669c2.shtml
http://www.ttbz.org.cn/Home/Show/15071
http://www.ttbz.org.cn/Home/Show/15071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03_353037.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03_353037.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03_353037.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h/202007/t20200707_353170.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13_35339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qt/202007/t20200721_353806.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31_354253.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2/art_3154_9277565.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6/art_3709_928026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24/art_3154_9324391.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27/art_3154_9328888.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27/art_3154_9328888.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7/29/art_3154_9332261.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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