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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0-09-08）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生

态环保资金管理 推动建立项目储备制度的通知》等要求，加强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管理，

规范项目管理程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印发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

2、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0-09-23）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扩大就业、稳定增长、促进创新、繁荣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小微企业活力，推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意见。

3、关于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8•20”煤尘爆炸事故的通报

（来源：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日期：2020-09-14）

8月20日，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井下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

受伤。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防同类事故发生，现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4、历史上十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30）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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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夜间噪声时段问题的回复

6、关于咨询环保竣工验收调查编制单位规定问题的回复

7、关于环境质量标准中类别命名规则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28）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009/t20200911_79798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http://www.chinacoal-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sgcc/sgtb/202009/t20200914_365595.shtml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09/t20200930_366922.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0.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8.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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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热点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0-09-08）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生

态环保资金管理 推动建立项目储备制度的通知》等要求，加强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管理，

规范项目管理程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与周期

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包括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

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项目类型。

项目周期指从下达预算到项目总结的过程。风险管控、修复项目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涉及地下水风

险管控、修复的项目和涉及农用地安全利用的项目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其他项目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二、项目管理分工

1、生态环境部同财政部负责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制度的建设、管理和完善。

2、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区、市）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建设。

3、项目单位负责项目前期工作，申请纳入储备库，组织项目实施，委托开展效果评估。

三、项目管理程序

项目管理程序包括项目申报、评估审核项目入库、确定年度支持项目、组织实施和进展调度、项目总

结、报备项目档案等环节。

四、项目管理要求

1、项目实施方案。包括项目概况、必要性、项目范围及内容、技术路线、投资估算、前期工作投入资

金、拟申请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额度（含年度资金支持计划）、实施进度安排、预期成果等内容。

2、招标、采购和财审。项目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制度。预算评审由财政

主管部门组织，可以通过比价和询价等方式确定招标和采购的控制价。

3、管理制度。风险管控、修复项目推行项目法人制、工程监理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全过程工程

咨询服务和工程总承包模式。

五、环境监督管理 1、环境监管。2、信用管理。3、社会监督。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009/t20200911_797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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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讯

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0-09-2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小微企业活力，推进绿色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深化改革，简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管理

1、缩小项目环评范围

通过修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进

一步减少环评审批和备案数量。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的衔接，对实施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建设项目，不再

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2、简化报告表编制内容

对确有一定环境影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修订报告表格式，简

化表格内容和填写要求。

3、探索同类项目环评简化模式

加强产业园区（含产业聚集区、工业集中区等）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对位于已完成规划环评并

落实要求的园区，且符合相关生态环境准入要求的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可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简化环

评内容。

4、继续推进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

鼓励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当地小微企业实际情况，在前期改革试点成效评估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细

化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实施要求。对已明确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制定相关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的小微

企业项目，可纳入告知承诺审批试点。

二、提升服务，帮扶小微企业做好环评工作

1、加强环评咨询服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进一步提升对小微企业的主动服务意识，为企业送政策、送技术，

畅通咨询服务渠道，公开当地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和生态环境准入条件，为小微企业提供环评咨询。

2、便利择优选择环评单位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积极宣传、推广全国环评信用平台，定期公开有关环评单位情况，

http://zsepb.zs.gov.cn/xxml/xwzx/sjdt/content/post_1839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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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小微企业择优选择信用良好、技术能力强的环评单位。

3、推进规范环评收费

环评单位应遵守明码标价规定，主动向建设单位告知环评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明确环评与其他环境

咨询、环保投入等工作边界，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4、开展政策技术帮扶

研究推进在线技术评估咨询服务，打造以国家和省级技术评估单位和相关专家为主体的服务团队，面

向基层环评审批部门和小微企业开展远程指导帮扶。

三、加强监管，确保小微企业环保要求不降低

1、严格项目环境准入

鼓励各地结合区域“三线一单”、规划环评及其他相关要求，制定小微企业集中的特色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支持绿色、低碳小微企业发展。

2、压实企业环保责任

纳入环评管理的小微企业应依法履行手续，落实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属于环评告知承诺审批改革

试点的项目，应严格兑现承诺事项。反之，应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环保要求，依法接受环境监管。

3、灵活开展环境监管

鼓励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创新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优化“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灵活运用“线上+

线下”等方式开展抽查，充分保障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四、强化保障，推进小微企业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1、完善环保基础设施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推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园区等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和

环境应急保障体系，健全环境风险防控措施，降低小微企业项目环评难度和运行成本。

2、推进监测数据共享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推进环境例行监测、执法监测等数据公开。

3、鼓励公众监督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重点针对小微企业项目环评违规收费、违规办理、环评要

求不落实等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推动做好小微企业环评工作。

4、强化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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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地方环评从业人员、技术专家和基层环评审批人员培训和指导，推进环评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处罚案例

关于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8•20”煤尘爆炸事故的通报

（来源：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日期：2020-09-14）

8月20日，山东能源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井下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亡、9人

受伤。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防同类事故发生，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该矿为国有重点煤矿，核定生产能力330万吨/年。主采3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

初步分析，事故直接原因是：该矿综放工作面采煤机截割过程中，滚筒截齿与中间巷(工作面内与运输

顺槽、回风顺槽平行的煤巷)金属支护材料机械摩擦产生火花，引燃截割中间巷松软煤体扬起的煤尘（悬浮

尘），导致煤尘爆炸。

事故暴露出该煤矿及其上级公司重生产、轻安全，没有树牢安全红线意识，不履行安全责任,领导干部

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上失职失责，心存侥幸，思想麻痹，酿成严重后果。

其具体教训有：一是安全措施不落实。该矿没有按照作业规程和补充措施的规定拆除巷道锚索和钢带，

采煤机过中间巷时，锚索和钢带缠绕滚筒，摩擦产生火花。二是防尘管理不到位。该矿未严格按设计进行

煤层注水，未对中间巷沉积煤尘进行清扫、冲洗；推采过程中支架间喷雾、放顶煤喷雾使用不正常。三是

对重大风险隐患管控治理不力。事故前该工作面在采煤过程中采煤机滚筒曾多次因机械摩擦产生火花，但

该矿未认真分析原因、未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四是开展专项整治流于形式，敷衍了事。该矿在煤矿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仅排查出一般性问题、隐患28条，没有排查出存在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五是

未深刻吸取多次发生事故的惨痛教训，导致事故接连发生。2016年8月15日，该矿发生冲击地压事故，造成

2人死亡；2019年11月20日，该矿发生火灾，造成11人被困。

二、有关要求

1、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各地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煤矿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要

针对四季度煤矿重特大事故易发多发的特点和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研判，主动出击，采取

http://www.chinacoal-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sgcc/sgtb/202009/t20200914_3655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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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2、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要紧紧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目标任务，以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点，将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打非治违、推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等工作贯穿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始终，扎实推进煤矿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厉打击超能力、超强度开采、以掘代采、

超层越界开采、开采保安煤柱和拒不执行停产停工指令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对违规下达超能力生产指标

和效益指标的，要追究相关上级部门和企业集团主要负责人责任。

3、切实加强“一通三防”工作。

近5年煤矿重特大事故中瓦斯事故占比高，“一通三防”依然是煤矿安全的重中之重。要强化瓦斯“零

超限”、煤层“零突出”目标管理；严格落实综合防灭火措施；严格落实综合防尘、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

等措施及管理制度，加强防尘降尘设备及运行的检查维护，确保喷雾降尘运行正常，防止粉尘超标和爆炸。

采煤工作面存在中间巷的煤矿，要对开采安全性进行评估论证，不安全的不得进行生产作业。对上半年开

展“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期间发现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重大隐患以及共性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严厉查处瓦斯抽采、通风管理、监测监控、瓦斯检查不到位和出现事故征兆后不撤人、冒险作业等行为。

4、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

责令山东煤矿安监局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和该矿及上级公司等存在的相关问题，

精准严肃追责；针对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认真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依法依规按程序对相关煤矿

企业和其主要负责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事件聚焦

历史上十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30）

一、石油化工

上海高桥石化炼油厂“10·22”液化气爆燃事故

1988年 10月 22日，上海高桥石化总公司炼油厂小梁山球罐区发生一起液化气爆燃事故，造成 26人死

亡，15人烧伤。事发时，该厂油品车间球罐区的作业人员正在对一液化气球罐进行开阀脱水操作，操作人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09/t20200903_358601.shtml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09/t20200930_3669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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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未按规程操作，边进料边脱水，致使水和液化气一同排出，通过污水池大量外逸。逸出的液化气随风蔓

延扩散，遇球罐区围墙外临时工棚内取暖炉中的明火，引发大火。

黑龙江大庆石油化工总厂“10·27”爆炸事故

2004年 10月 27日，大庆石化分公司炼油厂硫磺回收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7人死亡，经济损失 192

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该厂承包商在生产单位的指导配合下，气焊工在酸性水气体装置原料水罐顶排

气线 0.8米处动火切割。在作业过程中，原料水罐内的气体（氢气、烃类）从与其连接的 DN200管线根部

焊缝或与罐顶板连接焊缝开裂处泄漏，遇到气割明火或飞溅的熔渣，引起爆炸。

二、精细化学品

浙江省常山县绝缘材料有限公司“10·16”爆炸事故

2011年 10月 16日，浙江省常山县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制胶车间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 3人死亡，3 人

受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该公司制胶车间一反应釜因温度失控，造成釜内压力增高，物料爆沸冲开加料

孔盖，甲醇蒸汽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车间非防爆电器设备运行产生的火花，发生爆燃。

三、无机化工

湖北省保康县红岩湾化工厂“10·3”中毒事故

2013年 10月 3日，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红岩湾化工厂黄磷车间净化工段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

造成 3人死亡、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38万元。事发时，作业人员正在对 5#循环槽进行清理作业，其

中硫化氢气体逸出，造成作业人员吸入中毒。施救人员在未穿戴合适的个体防护用品条件下，盲目入槽施

救，相继中毒。

山东省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10·11”中毒事故

2007年 10月 11日，山东省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备料二车间操作人员在上料过程中发生硫化氢中毒

事故，造成 5人死亡。事发时，操作工为了赶时间，在向 2号浸出槽内加入硫化镍精矿粉时，一次性将 1.5

吨的硫化镍精矿粉料加入浸出槽，导致吸收塔不能完全吸收产生的大量硫化氢气体而发生冒槽，溢出的硫

化氢致使 5人中毒死亡。

互动交流

关于夜间噪声时段问题的回复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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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28）

来信：GB3096-2008中规定，夜间噪声是指 22：00至次日 06：00之间的时段；是否可以理解为次日 00：

00至 06：00的噪声为前一日的夜间噪声。

回复：《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昼间、夜间的定义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法》，“昼间”是指 6:00至 22:00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 22:00至次日 6:00之间的时段。该定义规

定了昼间和夜间的时段划分。监测声环境质量时，某一日期的夜间一般是指该日 22:00至次日 6:00。若其他

标准规范另有要求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关于咨询环保竣工验收调查编制单位规定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28）

来信：1、根据《立法法》中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请问 2017年实施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 4号）第五条“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编制验收监测（调查）报告，建

设单位不具备编制验收监测（调查）报告能力的，可以委托有能力的技术机构编制。”相对于 2002年施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环保总局令第 13号）“第十三条 承担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单位不得同时承担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是否属于法条对于

环保竣工验收编制单位的规定的新法，是否可以适用“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2、

根据《立法法》中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请问原环保总局令第 13号第十三条针对环保竣工验收编制单

位的规定是否减损了上位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七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

中规定的建设单位及其他组织权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是

否在下一步规章清理工作范围内。

回复：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号）适用于作为行政许可事

项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自 2015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继修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许可事项

已取消，改由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因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则上已不再适用，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应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执

行。 2、我部已启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清理工作，拟尽快按程序予以清理。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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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质量标准中类别命名规则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09-28）

来信：作为一个环保行业的初学者，对质量标准命名比较困惑。比如《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Ⅳ类标准，类

别用的是罗马数字；而《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3类标准，类别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请问为什么不统一命

名？

回复：大气、水、噪声等环境质量标准中根据环境功能、保护对象、保护程度等的不同，界定了不同的功

能区类别，所用数字代号不尽相同。主要原因是各环境质量标准首次制定时，未对功能区类别规定统一的

命名规则，后续修订时考虑环境管理的延续性，对功能区类别的数字表达形式未做变更，也体现了不同环

境介质功能区表征的差别性。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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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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 环环评〔2020〕49号 2020-09-23 2020-09-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严惩弄虚作假提高环评质量的意见 环环评〔2020〕48号 2020-09-22 2020-09-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核安全信息公开办法》的公告 国环规核设〔2020〕1号 2020-09-08 2020-09-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环法规〔2020〕44号 2020-09-03 2020-09-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管理的通知 环办土壤〔2020〕23号 2020-09-08 2020-09-0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提高认识 规范程序 扎实做好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有关工作的通

知
环办大气函〔2020〕510号 2020-09-30 2020-09-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生态环境部 2021 年度

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463号 2020-09-01 2020-09-0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等 3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

函
环办标征函〔2020〕49号 2020-09-30 2020-09-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环境空气 降尘的测定 重量法》等 5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50号 2020-09-30 2020-09-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部分：总纲（征求意

见稿）》等七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51号 2020-09-30 2020-09-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等三

项技术导则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341号 2020-09-29 2020-09-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大气函〔2020〕506号 2020-09-28 2020-09-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

阶段）〉（GB 20891-2014）修改单（二次征求意见稿）》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

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二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8号 2020-09-28 2020-09-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标征函〔2020〕47号 2020-09-16 2020-09-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313号 2020-09-16 2020-09-16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16_79853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11_79797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009/t20200911_79798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4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4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4_80037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4_80037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2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2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2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7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7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30_801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8_800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8_800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8_8008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8_8008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28_8008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6_79865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6_79865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6_798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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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 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312号 2020-09-14 2020-09-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便函〔2020〕308号 2020-09-11 2020-09-1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废止、修改部分生态环境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意见的函 生态环境部 2020-09-04 2020-09-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严惩弄虚作假提高环评质量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优化小微企

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生态环境部 2020-09-01 2020-09-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9-27 2020-09-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9-21 2020-09-21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固定式内燃机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9-15 2020-09-15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江苏省生态环境部门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简易磋商案件程序

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9-04 2020-09-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通报社会化辐射环境检测机构检测报告现场复核情况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09-23 2020-09-23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迁址公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30 2020-09-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苏州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苏环法字〔2020〕2 号 2020-09-25 2020-09-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0年第一、二季度苏州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技术复核结果的通报 苏环评字〔2020〕11 号 2020-09-22 2020-09-22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废止 7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苏环规字〔2020〕2 号 2020-09-08 2020-09-08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 2020-9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30 2020-09-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电子废物名录管理第 9号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07 20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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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至 8月）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11 2020-09-11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意见征集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23 2020-09-2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集苏州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实施方案意见的公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9-07 2020-09-0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提供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查询服务的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9-27 2020-09-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2020年苏州工业园区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特征因子）》的通知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9-14 2020-09-1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巡察工作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09-04 2020-09-04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4_7982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4_7982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9/t20200911_797975.html
http://www.mee.gov.cn/hdjl/yjzj/zjyj/202009/t20200904_796784.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hjyxpj/jsxmhjyxpj/jsgldt/202009/t20200901_796333.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hjyxpj/jsxmhjyxpj/jsgldt/202009/t20200901_796333.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27/art_1571_9521700.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21/art_1571_9513898.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15/art_1571_9505977.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15/art_1571_9505977.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4/art_1571_9485749.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4/art_1571_9485749.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9/23/art_1581_9517286.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9/4a4a4153e2a7442cbc6ad9f692a2aea6.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9/eb91a53bbd944d899bcc8d0d39e16c4d.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xmsp/202009/6f88bf234c3c4cb5851d53c8de304f4b.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09/97af4ef342124eac806649235223fe5f.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009/c7e01d25db0742f18646bff598f862ba.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009/23a7c9e0e35d4a0d8277d6e4ca202831.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fsgl/202009/b9594ef3f0ed482f8e3977f8e9a98997.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myzj/202009/65da397dc2e14e18bf605ccdbda7d223.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myzj/202009/cb9373c1df044c9193f30a6a674b5519.shtml
http://www.sipac.gov.cn/gthbj/tzgg/202009/37620d319f3045ba81a63dd70f7dcb90.shtml
http://www.sipac.gov.cn/gthbj/tzgg/202009/2a22ab9c8b614042a12d416591698810.shtml
http://www.sipac.gov.cn/gthbj/tzgg/202009/0b5312ad07e2487da173f661e063f74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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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 关于暗管等逃避监管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咨询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及临界量确定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相关问题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环境质量标准中类别命名规则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夜间噪声时段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树脂制品业的排放标准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咨询环保竣工验收调查编制单位规定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基准排水量疑问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高速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如何评审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活性炭碘值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部长信箱函复能否作为基层执法依据？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企业噪声监测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互动交流 关于咨询 GB12348噪声监测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09-28 2020-09-28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鼓励疾控机构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30号 2020-09-16 2020-09-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病媒生物防制操作规程 居民区》等 7项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的通告 国卫通〔2020〕17号 2020-09-14 2020-09-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规范的通知 国卫监督发〔2020〕17号 2020-09-04 2020-09-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全国流行性感冒防控工作方案（2020年版）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33号 2020-09-28 2020-09-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09-15 2020-09-15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0-09-30 2020-09-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安全生产领域失信惩戒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0-09-28 2020-09-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的公示 应急管理部 2020-09-27 2020-09-27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73.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4.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3.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2.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1.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60.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9.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8.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7.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56.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11.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809.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785.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09/t20200928_800783.shtml
http://www.nhc.gov.cn/caiwusi/s7788/202009/3bac506c1d5d453188bcac45aebdde54.shtml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009/c98b64cdc28f43b1ab5888b7aec7cdfb.shtml
http://www.nhc.gov.cn/zhjcj/s7892/202009/fae8d569c3074f13845bd959219a70a1.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7923/202009/e60ef78c78a841b88cb0d6923db0157f.shtml
http://www.nhc.gov.cn/wjw/yjzj/202009/f50795a01382421b82dbb0aec7c56855.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9/t20200930_366914.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9/t20200928_36680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qt/202009/t20200927_366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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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的通知 应急〔2020〕69号 2020-09-24 2020-09-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工矿企业重大安全生产风险报告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应急管理部 2020-09-03 2020-09-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

的通知
苏安办函〔2020〕53号 2020-09-30 2020-09-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落实国务院江苏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回头看”新发现冶金等工贸行业

突出问题整改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0〕77号 2020-09-22 2020-09-2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刻汲取山西省襄汾“8·29”饭店坍塌重大事故教训开展既有建

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苏安办电〔2020〕42号 2020-09-01 2020-09-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全省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回头看”暨专项执法落实情况交叉核查

工作的通知
苏应急电〔2020〕75号 2020-09-10 2020-09-1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苏应急办〔2020〕10号 2020-09-10 2020-09-1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层转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

的通知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09-14 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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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m.gov.cn/gk/tzgg/tz/202009/t20200924_366526.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9/t20200903_360293.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9/t20200903_360293.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30/art_3154_9526005.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30/art_3154_9526005.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22/art_3154_951582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22/art_3154_9515826.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1/art_3154_9479845.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1/art_3154_9479845.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10/art_3154_9497489.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10/art_3154_9497489.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0/9/10/art_3154_9499456.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009/f3153b383b6f4f4888c4f9a7772d59c1.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009/f3153b383b6f4f4888c4f9a7772d59c1.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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