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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的通知

（来源：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司；发布日期：2020-11-03）

为进一步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推动对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企

业进行分类整治，现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以下简称《目录》）进行印发

和通知。

2、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和《淘汰落

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

（来源：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发布日期：2020-11-27）

日前，应急管理部组织制定印发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应急〔2020〕

84号）和《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应急厅〔2020〕38号）（以下

简称两个目录）。记者就两个目录采访了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3、《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解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04）

近日，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以

下简称《名录》）。为此，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卫生健康委疾病

预防控制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名录》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4、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3）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和地方改革实践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

接、对入园建设项目环评简化的指导工作亟待加强。为夯实主体责任、推进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衔接、指导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改革、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切实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效力，促进区域

绿色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5、历史上十一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0-30）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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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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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有关问

题答记者问

7、关于应急预案中环境风险物质确定的回复

8、关于HJ941-2018问题咨询的回复

9、关于风险评估中风险物质是否折纯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

EHS热点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的通知

（来源：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司；发布日期：2020-11-03）

为进一步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推动对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企

业进行分类整治，现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以下简称《目录》）进行印发

和通知：

一、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条件精准化排查评估，“一企一策”实施最严格的治理整顿，是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安委会《危险化

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区应急管理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推进安全生产条件

不符合要求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分类整治作为提升整体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把《目录》作为对危险化学品

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评估的定性评价标准，同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贯通

起来，结合实际统筹部署、一体推进，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各地区应急管理部门要扎实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通过对危险化学品企业

全面排查评估，按照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政策引导、分级实施的工作思路，推动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

求的企业规范达标一批、改造提升一批、依法退出一批，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

实现“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目录》作为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实施分类整治的重要依据，各地区应急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本地区详细目录和实施办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有关具体规定，区分规范达

标、改造提升、依法退出三类情况，明确分类内容、违法依据和处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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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安全分类整治是一项综合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按照省

级统筹、市县级抓落实的原则，综合运用安全、环保、质量、节能、土地等政策措施，研究制定配套政策，

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附件：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

政策解读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和《淘汰落后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

（来源：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发布日期：2020-11-27）

日前，应急管理部组织制定印发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应急〔2020〕

84号）和《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应急厅〔2020〕38号）（以下

简称两个目录）。记者就两个目录采访了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一、问：制定出台两个目录的背景是什么？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化工行业实现飞速发展，但化工产业整体发展不平衡，既有拥有先进安全

管理理念的大型企业，又有安全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且整体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

是安全起点不高，设计水平参差不齐；二是安全意识差，法制意识淡漠；三是安全管理能力不足，从业人

员学历和技能偏低；四是小化工、小医药比例高，自动化程度低；五是部分化工园区外的小企业混杂于城

镇、村庄之中，周边环境复杂，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足。近年来，化工（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时有发

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直接影响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严重冲击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获得感。

二、问：两个目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是定性评价标准，用于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条

件进行评估，其内容分三类，一是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类，共4条。经评估属于此类的，依法暂扣其

安全生产许可证1-6个月，经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暂扣期满后依法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二是

停产停业整顿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类，共17条。经评估属于此类的，须停产停业整顿

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经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其有关安全许可或

给予其他行政处罚。三是限期改正类，共14条。经评估属于该类的，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1/t20201103_371291.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cjd/202011/t20201127_3722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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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

《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目录（第一批）》包括亟需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

12项，其中工艺技术4项，主要包括使用氨冷冻盐水的氯气液化工艺、用明火加热的涂料用树脂生产工艺等；

设备8项，主要包括敞开式离心机、多节钟罩的氯乙烯气柜等。这些工艺和设备以往引发过多起事故，一些

装备甚至发生过重大事故，且目前均有替代的工艺和设备，具备淘汰条件。

三、问：制定出台两个目录对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具有什么作用？

两个目录预期将对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发挥三个方面作用：一是推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工作精准化。二是倒逼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三是淘汰退出一批高危工艺技术和设备。

四、问：两个目录发布后，如何做好贯彻落实相关工作？

对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安全分类整治，是一项综合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工作推进中

要注重把握四点：一是坚持依法依规。二是坚持分类处置。三是坚持政策引导。四是坚持分级实施。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一、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类”第2条规定“使

用国家明令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艺、设备”，《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

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为第2条实施提供了具体依据。各地区要将《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

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纳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工作中统筹考虑、一体推进。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批）》中淘汰类别为“禁止”的，则自文

件公布之日起不得继续使用；淘汰类别为“限制”类的，则按照有关条目的具体限制性规定执行。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解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04）

一、《名录》出台的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统一发展，《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均要求评估有毒有害化学品在生态环境中的风险状

况，严格限制高风险化学品生产、使用、进出口，并逐步淘汰、替代。

二、《名录》的编制过程

《名录》的编制工作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综合考虑化学品的环境和健康固有危害、潜在环境暴

露水平、国际管控情况等多种因素，科学确定筛选条件，重点识别和关注环境和健康固有危害大，环境中

可能长期存在的并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较大风险的化学品。同时，秉持“开放性”原则，先后两次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zcfgybzgf/202011/t20201104_806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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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征集数据信息和意见建议，多次组织召开不同形式的专家研讨会和行业咨询会，广泛听取和充

分吸纳相关行业、企业和各领域的意见建议。

三、《名录》包括哪些化学品

《名录》收录了18种/类化学品，其中包含：苯和邻甲苯胺等确定的人类致癌物、全氟辛酸（PFOA）和

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苯并[a]芘等多环芳烃类物质、铊及铊化合物等重金属类物质等，涉及石化、

塑料、橡胶、制药、纺织、染料、皮革、电镀、有色金属冶炼、采矿等行业。

这些化学品普遍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我国有大量生产使用或者在环境介质中被广泛检出，潜在环境

暴露高。二是固有危害较大。这些化学品或者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PBT）属性；或者属于按照

我国《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 30000）系列标准确认属于已知的人类致癌物、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发

生可遗传突变的物质、或人类生殖毒物的化学品；或者属于国际上因其环境或健康风险原因已采取禁止或

严格限制的化学品；或者属于曾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的化学品。

四、《名录》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要求

《名录》提出了可能采取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选项，包括：依法纳入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名录、重

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等实施环境风险管理；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及信息公开；依据国家有关

强制性标准和《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对相应的化学品实行限制使用或鼓励替

代措施。

列入《名录》的化学品具体采取上述哪种环境风险控制措施，要“一品一策”，综合考虑经济技术可

行性、化学品环境与健康风险主要环节等具体情况，依据相关政策法规，予以确定。

相关资讯

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3）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和地方改革实践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

接、对入园建设项目环评简化的指导工作亟待加强。为夯实主体责任、推进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衔接、指导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改革、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切实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效力，促进区域

绿色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编制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时应依法开展规划环评。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1/t20201124_809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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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应依法作为规划审批决策的依据。

（三）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是入园建设项目环评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落实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

（四）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质量和结论负责。

（五）落实规划环评及相关环保要求。

（六）组织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七）共享产业园区环境质量和规划环评信息。

（八）规划环评技术机构应提供客观科学的技术服务。

三、严格审查把关

（九）依法依规召集审查。

（十）探索审查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衔接。

（十一）突出审查重点。

四、切实发挥效力

（十二）聚焦产业园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十三）优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推动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五、做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

（十五）强化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指导。

（十六）探索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改革试点。

六、切实加强监管

（十七）加强对规划环评质量的监管。

（十八）强化对规划环评效力的监管。

（十九）加快推动信息化建设和成果共享。

（二十）严格落实规划环评要求。

（二十一）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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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历史上十一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0-30）

一、石油化工

吉林省松原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1·6”爆炸火灾事故

2011年 11月 6日，吉林省松原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爆炸火灾事故，造成 4人死亡，7人受伤。

事故直接原因：气体分馏装置脱乙烷塔顶回流罐由于硫化氢应力腐蚀造成筒体封头产生微裂纹，微裂纹不

断扩展，致使罐体封头在焊缝附近热影响区发生微小破裂后进而整体断裂，发生物理爆炸，罐内介质(乙烷

与丙烷的液态混合物)大量泄漏，与空气中的氧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后，遇明火发生闪爆，并引发火灾。

二、精细化学品

衡水天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11·19”中毒事故

2016年 11月 19日 ，衡水天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实验生产噻唑烷过程中发生甲硫醇等有毒气体外泄，

致当班操作人员中毒，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500万元。事故直接原因：生产噻唑烷过

程中，反应釜内投入的氰亚胺荒酸二甲酯与半胱胺盐酸盐发生反应，产生的有毒副产物甲硫醇从投料口逸

出，致投料人员吸入后中毒，4名施救人员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导致事故后果扩大。

三、有机化工

河北张家口中国化工集团盛华化工公司“11·28”重大爆燃事故

2018年 11月 28日，位于河北张家口望山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的中国化工集团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氯

乙烯泄漏扩散至厂外区域，遇火源发生爆燃，造成 24人死亡、21人受伤。事故直接原因：盛华化工公司聚

氯乙烯车间的 1#氯乙烯气柜长期未按规定检修，事发前氯乙烯气柜卡顿、倾斜，开始泄漏，压缩机入口压

力降低，操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气柜卡顿，仍然按照常规操作方式调大压缩机回流，进入气柜的气量加大，

加之调大过快，氯乙烯冲破环形水封泄漏，向厂区外扩散，遇火源发生爆燃。

四、无机化工

湖北钟祥市大生化工有限公司“11·13”窒息事故

2016年 11月 13日，湖北荆门钟祥市大生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窒息事故，造成 3人死亡。事发时，3名

维修人员在尾气脱硫塔内进行漏点检查、维修作业，因只拆开了脱硫塔顶端 1个人孔，导致塔内通风不良；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10/t20201030_3711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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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在未办理作业票、未进行氧气及有毒有害气体分析、未佩戴防护设施的情况下进入塔内作业，最终导

致 3人缺氧窒息死亡。

五、合成氨

钟祥市金鹰能源科技公司“11·11”较大中毒事故

2017年 11月 11日，钟祥市金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中毒窒息事故，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322.5万元。事故直接原因：9月 27日金鹰公司全面停产检维修，生产线于 9月 28日置换合格后，精脱硫

D塔因停车时间过长（43天），从活性炭填料中解析出的有毒有害气体 CO和 H2S积聚在塔内，塔内通风

置换时间太短；一名维修人员在对精脱硫塔进行检修作业过程中，在明知塔内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情况下，

未按规定佩戴防护面具，擅自跑到精脱硫 D塔上部装填材料入口处观望，在观望过程中吸入塔内有毒气体，

导致昏迷后坠入塔内。事故发生后，企业主管安全副总、车间副主任在没有佩戴防护用具的情况下盲目施

救，导致事故后果扩大。

互动交流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有关问题

答记者问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27）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发布了《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2021年版）》（以下简称《名录》）。针对《名录》修订情况，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

司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名录》修订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名录》是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技术基础和关键依据。《名录》自 1998年首次发布实施以来，历

经 2008年和 2016年 2次修订，逐步完善，对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2016年版《名录》

已经难以有效支撑和指导当前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

为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关于“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应当动态修订”等规定，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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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修订。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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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修订工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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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

体行动，也是落实新修订的《固废法》的具体举措，对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

二、本次《名录》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答：本次《名录》修订坚持三个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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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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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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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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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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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共计列入 467种危

险废物，较 2016年版《名录》减少了 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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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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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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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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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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名录》对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做了哪些规定？

答：本次《名录》修订充分吸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经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完善

了疫情医疗废物豁免管理规定，规范了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

一是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和病理性废物（人体器官除外），按照《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

程技术规范（试行）》等要求进行处理后，新增加对运输过程实施豁免管理。

二是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废物，按事发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运输和

处置，对运输和处置过程实施豁免管理。

六、“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是出于何种考虑？如何操作实施？

答：豁免管理制度在 2016年版《名录》中首次提出后，对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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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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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 2019年印发实施《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

见》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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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在“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过程中，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

细则，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七、新《名录》实施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需要做哪些衔接工作？

答：本次《名录》修订新增减了部分危险废物以及部分废物代码发生了变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相

关企业需要做好《名录》实施与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转移联单、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衔接工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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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或代码等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变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排污许可证

等信息。

（2）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许可证中相关危险废物种类和代码等发生变化的，持证企业和地方生态环境部

门应及时作出变更。

（3）申请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的危险废物种类或代码等发生变化的，相关企业应对转移计划进行变更并

重新提交转移申请。

八、请介绍一下本次《名录》修订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

答：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次《名录》修订在促进危险废物利用、降低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和处

置成本等方面进一步发力，是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具体举措。

环境效益方面，修正了有关废物界定不清晰或描述不准确等问题，有利于提高我国危险废物精细化环

境管理水平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社会效益方面，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医疗废物、铝灰等进行了修订，有效缓解社会普遍反映的相关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途径不畅问题，进一步落实了“放管服”改革要求。

经济效益方面，精确表述有关危险废物，避免没有危险特性的废物被纳入《名录》；新增豁免一批危

险废物，促进危险废物利用，进一步降低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置成本。

关于应急预案中环境风险物质确定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2）

来信：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镍及其化合物、铜及其化合物、锰及其

化合物均属于环境风险物质（附录 A，第八部分）。有色金属冶炼企业中涉及大量的红土镍矿、硅锰合金、

电解铜、电解锰，又或者铜回收企业，涉及大量的铜，上述物质教条一些的话都属于第八部分的风险物质，

但是如铜锭、合金等进入外环境又未必会引发环境污染，请问是否可以不按风险物质考虑？

回复：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在工业中应用广泛，转化复杂，从历史突发环境事件统计来看，涉重金属突发环

境事件比例较高，因此《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中相应规定了铜等重金属及其

化合物临界量计算问题。同时根据定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指具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易扩散等

特性，在意外释放条件下可能对企业外部人群和环境造成伤害、污染的化学物质。 因此，有色金属冶炼企

业，对于加工生产的铜锭、合金，可不列为风险物质；对于可能在堆放过程中形成涉重金属淋溶水的原料、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6.shtml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12 -

以及在加工生产过程产生大量涉重金属的废水、废渣，应按照方法要求进行风险物质识别，混合或稀释的

风险物质按其组分比例计算成纯物质计算。

关于 HJ941-2018问题咨询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2）

来信：HJ941-2018中 6.2.1中企业生产工艺过程评估，提到的每套工艺单元应该怎么理解？好比一个产品有

五条生产线，那应该算五套还是一套呢？ 有的工艺单元第一步反应的聚合釜是四个，下面工艺流程设备都

是共用的，这种情况该怎么算呢？

回复：关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6.2.1中企业生产工艺过程评估，对具有多

套工艺单元的企业，应对每套工艺单元分别评分并求和。如企业有 5条相同的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都有 n

套风险工艺单元，应按企业有 5n套风险工艺进行评估；再如生产工艺第一步反应有 4个相同的风险工艺单

元，后续共用 1个工艺流程且涉及 n个风险工艺单元，则应按 4+n套风险工艺进行评估。

关于风险评估中风险物质是否折纯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1-12）

来信：编制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确定风险等级时，按《企业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

查找风险物质及临界量，一般风险物质的临界量都是指纯的，那么企业存放的风险物质是否需要将浓度折

纯后对照临界量。比如企业存储的硝酸浓度为 60%，是否折算为 90%，酒厂存放的基酒，浓度一般为 68%，

是否需折算为 95%的乙醇，还是不用折算，只要是硝酸就按其存储量比临界量，或酒厂的基酒，不作为风

险物质。还有个问题，酒厂的废水，有时候 COD浓度大于 10000mg/l，有时候小于，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

中 388是“COD浓度大于等于 10000mg/的有机废液”，那么酿酒废水是否属于有机废液，浓度有时大于，

有时小于 10000的情况，这个酿酒废水是否属于风险物质。

回复：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中“混合或稀释的风险物质按其组分比例

折算成纯物质”原则，浓度为 60%的硝酸折算为 80%的浓度后计算临界量；浓度为 68%的基酒折算为 95%

的乙醇计算临界量。如果风险物质存在量小于临界量，折纯与否对分级结果没有影响，则可不必折算。 关

于问题二的答复：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中“风险物质在厂界内存在量

呈动态变化，则按年度内最大存在量计算”原则，如果酒厂废水 COD浓度存在有时大于或小于 10000mg/L

的情况，则该酿酒废水应列入风险物质。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2.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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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47号 2020-11-02 2020-11-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环评〔2020〕63号 2020-11-04 2020-11-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无机化学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

学纤维制造业》两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48号 2020-11-10 2020-11-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的函 环办环评函〔2020〕590号 2020-11-10 2020-11-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同意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新型污染物环境健康影响评价重点实验室的函 环科财函〔2020〕99号 2020-11-10 2020-11-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甲醇燃料汽车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测量方法》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49号 2020-11-11 2020-11-1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 环环评〔2020〕65号 2020-11-13 2020-11-1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浙江岱山南部临时性海洋倾倒区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0号 2020-11-17 2020-11-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及相关配套表格和填表说明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1号 2020-11-17 2020-11-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布《全国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清单》（第二批）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2号 2020-11-18 2020-11-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同意建设国家环境保护土壤健康诊断与绿色修复重点实验室的函 环科财函〔2020〕113号 2020-11-24 2020-11-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3号 2020-11-25 2020-11-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程序规定 部令 第 14号 2020-11-25 2020-11-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基础调查（试行）》等七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5号 2020-11-25 2020-11-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6号 2020-11-26 2020-11-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部令 第 15号 2020-11-27 2020-11-2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部令 第 16号 2020-11-30 2020-11-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

批）》的通知
应急厅〔2020〕38号 2020-11-02 2020-11-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的通知 应急〔2020〕84号 2020-11-03 2020-11-0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02_81112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72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72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1/t20201110_80726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4/202011/t20201110_80726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3_80779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1/t20201124_80947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72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8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23_80927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4/202011/t20201126_8099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25_80983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5_8096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26_80993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26_80993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27_81016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1/t20201102_37124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1/t20201102_37124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1/t20201103_371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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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4号）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令 第 4号
2020-11-27 2020-11-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11-03 2020-11-03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召开《关于调整市区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有关规定的通告》听证会的通

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11-09 2020-11-09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工业园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综合自评估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2020-11-20 2020-11-20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政府关于加强全省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规范化管理的通知 苏政发〔2020〕94号 2020-10-30 2020-10-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地方政府储备粮管理办法 省政府第 139号 2020-10-24 2020-10-24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0-11-13 2020-11-13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第 17项）整改情况的公示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11-09 2020-11-09

互动交流 关于 HJ941-2018问题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1-12 2020-11-12

互动交流 关于应急预案中环境风险物质确定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1-12 2020-11-12

互动交流 关于铬矿是否为风险物质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1-12 2020-11-12

互动交流 关于风险评估中风险物质是否折纯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1-12 2020-11-12

政策解读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0-11-04 2020-11-04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环评司有关负责人就《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

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11-10 2020-11-10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修订发

布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11-20 2020-11-20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环评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0-11-24 2020-11-24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

公告》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11-26 2020-11-26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有

关问题答记者问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0-11-27 2020-11-27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外送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0〕 2020-11-09 2020-11-09

https://www.mem.gov.cn/gk/tzgg/bl/202011/t20201127_372244.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11/9f4030d11e644aa19b800a91064b6e0a.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11/c3efe70161414e3899076a491a691958.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gl/202011/c3efe70161414e3899076a491a691958.shtml
http://www.sipac.gov.cn/gthbj/tzgg/202012/f1b3dc3567134d41a7ac2bbc55358806.s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11/11/art_46143_9564987.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11/11/art_46143_9564950.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11/13/art_32648_9568063.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11/72bfdbdc7fef4e7f978079b728c0589b.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2.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6.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5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58.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zcfgybzgf/202011/t20201104_806203.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10_8072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10_807290.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zcfgybzgf/202011/t20201120_80895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zcfgybzgf/202011/t20201120_808952.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4_80949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4_80949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6_8100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6_8100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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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取消部分医疗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发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20〕902号 2020-11-12 2020-11-1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指导做好秋冬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疾控函〔2020〕896号 2020-11-04 2020-11-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疫情防控第 21号通告 “苏州发布”微信公众号 2020-11-17 2020-11-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疫情防控第 22号通告 “苏州发布”微信公众号 2020-11-23 2020-11-23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交通运输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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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科技和信息化司 2020-11-09 2020-11-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诚信建设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规划财务司 2020-11-12 2020-11-12

地方规范性文件 姑苏区委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察反馈会召开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11-04 2020-11-0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嘉太两地应急管理局对接交流应急管理联动机制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11-06 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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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无机化学工业》 HJ 1138-2020 2020-11-10 2021-01-01

行业标准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学纤维制造业》 HJ 1139-2020 2020-11-10 2021-01-01

行业标准 《甲醇燃料汽车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测量方法》 HJ 1137-2020 2020-11-10 2020-11-10

行业标准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2020-11-26 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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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ygj/s7655/202011/dca5084ca25b4d1cad51f04f1f2b5a61.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5/202011/dca5084ca25b4d1cad51f04f1f2b5a61.shtml
http://www.nhc.gov.cn/jkj/s7934td/202011/01e018090b6546b98599b20ffe7737d0.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11/1d3f57e71e86453aa59184119b57ba17.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11/6b3572d2a2f94b7bb735fc6d0d8d31a1.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yjbgg/202011/t20201109_37152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yjbgg/202011/t20201109_37152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h/202011/t20201112_371672.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011/08bae371777b4202bd59ad38de4517d6.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011/1580f8896dc9403d8378eba439f6e9bc.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1/t20201118_80843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1/t20201118_808429.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ydywrwpfbz/202011/t20201113_80783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xgbzh/202011/t20201127_810274.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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