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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14）

近年来，我国城镇（园区）污水处理事业蓬勃发展，为改善水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园区）

污水处理厂既是水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工程设施，也是水污染物排放的重点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环

境管理，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进行通知。

2、《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7项标准或修改单解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29）

日前，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6

—2020）、《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7—2020）、《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8—2020）等3项新制订标准，以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

—2015）、《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8662—2012）、《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等4项标准修改单。

3、专家解读六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新标准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31）

12月29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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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9791.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GB/T 39791.2-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1部分：土壤和

地下水》（GB/T 39792.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

（GB/T 39792.2-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GB/T 39793.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2部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GB/T 39793.2-2020）等六项标准。为便于相关各方更好理解、使用，我们请标准编制组专家对以上六项

标准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解读。

4、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更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与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式样的通知

（来源：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0-12-18）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经营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工作，应急管理部对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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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营许可证与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生产备案证明、经营备案证明进行了重

新设计，增加了二维码等功能。

5、历史上十二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01）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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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答记者问

7、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及评价方案（试行）》

答记者问

8、关于咨询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问题的回复

9、关于噪声超标评判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

EHS热点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14）

近年来，我国城镇（园区）污水处理事业蓬勃发展，为改善水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园区）

污水处理厂既是水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工程设施，也是水污染物排放的重点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环

境管理，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明晰各方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

纳管企业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持证排污、按证

排污，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运营单位应当对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不得排放不达标污水。

二、推动各方履职尽责

（一）督促市、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推动落实管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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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污水处理、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再生水利用等相关工作。

（二）督促市、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或园区管理机构因地制宜建设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三）督促纳管企业履行治污主体责任。按照“双随机”原则，检查纳管企业预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自行

监测等情况，监督检查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及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情况，推动监测结

果与运营单位实时共享。

（四）督促运营单位切实履行对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负责的法定责任。

（五）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各方签订运营服务合同和委托处理合同的指导服务，并督促严格履行。

通过政府管理部门与运营单位签订运营服务合同的方式，明确项目的运营与维护、污水处理费、双方的一

般权利和义务、违约赔偿、解释和争议解决等内容。

三、规范环境监督管理

（一）明确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二）严格监管执法。

（三）合理认定处理超标责任。

政策解读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7项标准或修改单解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29）

一、关于《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6—2020）

（一）标准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目前，我国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主要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的有关规定，行业针对性差，有组织排放限值宽松，

无组织排放未有效管控，亟需制定专门的行业标准，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求，提高行业

准入门槛，严格规范排放管理。

（二）本标准在排放控制上有哪些特点？

1.加强无组织排放源头和过程管控

2.强化有组织排放精准管控

（三）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如何？

http://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12/t20201229_815152.shtml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4 -

铸造工业金属熔炼等工序的有组织排放可采用布袋除尘、滤筒除尘、湿法或干法脱硫、低氮燃烧等技

术，无组织排放可采取装备升级、密闭化生产等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标准实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如何？

颗粒物是铸造行业管控的重点污染物。实施本标准，重点地区因已先期进行了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

级改造，预计可减少颗粒物排放量30%左右，其他地区可减少颗粒物50%以上，总减排量约5~8万吨。同时，

可削减VOCs排放30%左右，总减排量约3万吨。本标准的实施，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7—2020）

（一）标准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农药工业是重要的VOCs排放行业，生产工序长，使用原料种类多、用量大，产品收率低，污染物排放

量大、成分复杂且多为有毒有害物质。长期以来，农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 16297—1996），排放限值宽松，行业针对性不强，亟需制定专门的行业标准，落实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规范排放管理。

（二）本标准在排放控制上有哪些特点？

1.强化源头和过程控制，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

2.综合项目和特征污染物项目相结合，全面控制VOCs排放

3.实施浓度和效率双指标管控，实现VOCs有效削减

（三）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如何？

对于颗粒物、酸碱废气，多数农药企业均安装了有效的处理设施，基本不需要再进行升级改造；对于

VOCs废气，目前治理技术已较为成熟，长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农药企业近年来进行了环保设施升级改

造，很多企业安装了蓄热燃烧（RTO）、吸附等高效处理装置，可达到排放控制要求。

（四）标准实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如何？

目前我国持有农药登记证数量2010家，规模以上企业719家，其中化学农药制造企业586家，是农药制

造工业主要的VOCs和无机污染物的排放源。实施本标准每年可实现约20万吨VOCs减排量，对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可有效减少排放到环境中的有毒有害及恶臭物质，有利于保护周边公众健康，

减少恶臭异味扰民问题。

三、关于《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8—2020）

（一）标准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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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要大气污染源和污染物为天然气净化厂硫磺回收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硫（SO2）、油气集输与处理

过程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天然气净化厂硫磺回收尾气SO2排放浓度高，治理难度大，长期以来

仅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指标。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

由于设施分散、位置偏远，《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的相关规定部分不

适用于本行业。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体，石油天然气开采是甲烷排放的重点行业，需要加强控制。为落实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要求，亟需结合行业特点、污染防治技术水平，制定适用于本行业的排

放控制标准。

（二）本标准在排放控制上有哪些特点？

针对天然气净化厂硫磺回收装置SO2排放问题，区分工厂规模设置排放限值。

针对油气集输与处理过程的VOCs排放问题，对于原油、稳定轻烃等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装载、设备

与管线组件泄漏、油气田采出水等集输和处理系统、火炬系统规定了措施性控制要求。

针对油气开采过程的甲烷排放问题，对天然气（包括油田伴生气）生产、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油气

田采出水集输和处理系统、火炬系统等，提出了协同控制要求。

（三）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如何？

对于大规模天然气净化厂，采用“克劳斯+尾气加氢还原”工艺的基础上，对装置进行适应性升级改造；

对于小规模天然气净化厂，采用“延伸克劳斯+尾气治理”等工艺可实现SO2达标排放。对于VOCs的排放，

借鉴石化等行业的成熟管控经验，对储罐进行升级改造、对管线与组件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对废水液面

逸散废气加强收集处理等，可实现VOCs的有效控制。

（四）标准实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如何？

实施本标准，天然气净化厂可削减约60%的SO2排放量。我国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目前VOCs治理

基础总体上比较薄弱，标准的实施将有效促进行业VOCs减排。同时本标准为首项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的实施将有效减少甲烷排放，促进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实现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四、关于《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修改单

（一）标准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自发布实施以来，在控制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促进砖瓦工业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推动砖瓦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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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原标准相比，修改单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一是调整了人工干燥及焙烧窑烟气基准含氧量。

二是调整了二氧化硫排放限值。

三是补充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关要求。

五、关于《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修改单

（一）标准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GB 31573—2015中定义的无机化学工业是以天然资源、工业副产物为原料生产无机化学品的工业。但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目前很多企业为进一步提高无机化学品的附加值，采用工业品等其他原料生产无

机化学品，现有定义未完全涵盖。

（二）与原标准相比，修改单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一是修改了无机化学工业定义，补充了硅酸钠工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

二是修改了硅酸钠工业的氮氧化物排放限值。

三是增加了硅酸钠纯氧助燃的基准排气量。

四是补充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关要求。

六、关于《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2012）修改单

（一）标准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标准实施中，钢铁行业反映《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2012）中未规

定烧结机（球团）焙烧烟气基准含氧量，造成不同烧结机焙烧烟气污染物控制水平难以公平评定，同样的

实测大气污染物浓度如进行折氧换算，实际排放水平可相差2.5倍。为落实国家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要求，提高企业治污积极性，生态环境部对GB 28662—2012进行了修改。

（二）与原标准相比，修改单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一是补充了焙烧烟气基准含氧量。

二是完善了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关要求。

七、关于《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修改单

（一）标准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标准实施中，钢铁行业反映受工艺特点等条件制约，部分敞口式轧钢热处理炉含氧量远高于《轧钢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规定的基准含氧量，造成企业达标困难，无法全面实现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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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影响了企业污染治理的积极性。为使标准更加科学、符合实际情况、便于监管，生态环境部对GB 28665

—2012进行了修改。

（二）与原标准相比，修改单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

一是修改了热处理炉定义。

二是修改其他热处理炉基准含氧量和排放限值。

三是完善了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相关要求。

专家解读六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新标准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31）

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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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项标准的意义？

制定六项标准是贯彻落实中央改革部署的重要措施，是初步构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

的重要标志，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提供

技术保障，为环境管理、司法审判等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二、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是如何考虑的？

建设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覆盖全部生态环境要素和鉴定评估环

节的技术标准体系。

三、本次发布的六项标准与生态环境部已经发布的相关技术文件相比，主要在哪些方面做了调整？

本次标准制定工作对《总纲》做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主要包括明确了基线的确定方法、修订了生态

环境损害的确认条件、完善了损害价值量化、恢复方案制定等要求。

四、新标准出台后，与原有技术文件如何衔接适用？

新标准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标准规定，标准实施之日前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继续参

照原技术文件开展，但损害持续至本标准实施的除外。

五、在具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六项标准如何衔接适用？

实践中，应以环境要素类和生态系统类技术标准为主，总纲和关键环节、基础方法类技术指南为辅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对于尚未制定标准的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类损害，按照总纲和关键环节规定的

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要求开展鉴定评估。标准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优先依据环境要素类和生

态系统类技术指南。

六、损害调查标准在哪些方面做了细化与完善？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012/t20201231_8157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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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了现场踏勘过程的相关要求。

二是细化了调查工作的质量控制要求。

三是增加了生态调查的相关内容。

四是更新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七、土壤和地下水标准在哪些方面做了细化与完善？

一是提出差异化评估指标。

二是与现行规范性文件充分衔接。

三是细化了基线确定要求。

四是完善了损害量化方法。

八、地表水和沉积物标准在哪些方面做了细化与完善？

一是遵循总纲进行调整。

二是提出地表水资源价值量化方法。

九、大气污染和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标准分别在哪些方面做了细化与完善？

一是细化了污染物数量核定方法。

二是优化了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方法。

三是完善了调整系数的构成。

四是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十、下一步标准体系建设将如何推进？

按照上述五类标准体系建设思路，生态环境部将联合相关部门，不断补充、完善相关标准，针对各领

域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细化技术要求。

相关资讯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更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与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式样的通知

（来源：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0-12-18）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经营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工作，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许可办法》，应急管理部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与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012/t20201218_375489.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012/t20201218_3754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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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备案证明、经营备案证明进行了重新设计，增加了二维码等功能。新版许可证与备案证明于2021年1月

31日启用，此前申领的，可以继续使用旧版许可证，也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许可证。

事件聚焦

历史上十二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01）

一、石油化工

中石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12•11”水罐闪爆事故

2006年 12月 11日，中石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助剂厂在对装置内常压凝水储罐（TK-1808）顶部进行

焊接配管作业时，发生闪爆事故，造成 3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冷凝水罐 TK-1808内串入了来自脱丁

烷塔进料换热器的可燃气体正丁烷，在该罐上部气相空间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到落入罐内的焊花，发

生闪爆。

二、精细化学品

江苏如皋市众昌化工有限公司“12•18”中毒事故

2018年 12月 18日，江苏南通如皋市长江镇化工园区的如皋市众昌化工有限公司蒸馏合成车间发生中

毒事故，造成 3名员工死亡。事故直接原因为:液氮-氢氟酸换热器壳程受液氮快速降温骤冷发生脆变，在压

力作用下发生粉碎性炸裂，氢氟酸泄漏，导致操作工中毒死亡。

三、有机化工

江苏连云港聚鑫生物公司“12•9”重大爆炸事故

2017年 12月 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聚鑫生物公司间二氯苯生产装置发生爆炸事故，导致装置所在的四

车间和相邻的六车间坍塌，造成 10人死亡、1人轻伤。事故直接原因是：尾气处理系统的氮氧化物（夹带

硫酸）串入保温釜，与釜内物料发生化学反应，持续放热升温，并释放氮氧化物气体，使用压缩空气压料

时，高温物料与空气接触，反应加剧，紧急卸压放空时，遇静电火花燃烧，釜内压力骤升，物料大量喷出，

与釜外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火源发生爆炸。

四、无机化工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九州化工厂“12•29”爆炸事故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12/t20201201_3731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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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29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九州化工厂在一辆双氧水槽罐车卸料至多个双氧水包装桶过

程中，一装满双氧水的包装桶发生爆炸，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00余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违

规使用盛装过盐酸的塑料桶盛装双氧水，桶内残存的 Fe3+及其他金属杂质引起双氧水急剧分解导致超压爆

炸。

互动交流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答记者问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30）

一、《重大变动清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2015年至2019年，我部发布了火电、制浆造纸等29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在规范环评管

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监督执法、排污许可对接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于未发布重大变动

清单的建设项目，无直接判定依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较难指导建设单位开展相关工作，部分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参照已发布的重大变动清单开展环评管理，依据不足，也制约了建设项目审批和监管效能。

二、《重大变动清单》的编制原则是什么？

答：《重大变动清单》在编制过程中，在保持与现行重大变动管理要求一致的基础上，主要遵循以下

原则：

一是协调衔接，保持管理要求一致。

二是抓大放小，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三是有的放矢，实施项目分类指导。

四是注重实效，保障清单切实可行。

三、《重大变动清单》的编制思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一）关于性质变动的界定

结合已发布的港口、火电、水利、铁路等行业重大变动清单，《重大变动清单》将“建设项目开发、

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界定为性质的重大变动。

（二）关于规模发生变动的界定

规模变动是比较常见的变动内容，包括主体装置、主要产品以及配套装置、副产品等规模变动，《重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2/t20201230_8154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2/t20201230_815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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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动清单》将超过装置设计裕量，导致不利于环境影响加重的情形列入重大变动。同时，按照变动可能

产生的环境影响，结合区域环境容量并针对达标区和不达标区采取差异化环境管理要求明确判定条件。

（三）关于建设地点发生变动的界定

建设项目的选址发生变动时，对于环境影响受体而言，等同于一个新的建设项目，需要重新论证其选

址合理性，并对变化后新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进行影响分析评价。

（四）关于生产工艺发生变动的界定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原辅材料、燃料的变化情形复杂，

一般难以直接判定，《重大变动清单》将项目发生变动导致新增污染物种类、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作为

重大变动的判定依据。

（五）关于环境保护措施变动的界定

对污染防治措施优化、强化、改进等可有效提升污染防治水平，不会加重环境不利影响的，不判定为

重大变动。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将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界定为重

大变动。

四、《重大变动清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适用于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煤化工、铁合金、铸造、固体废物利用及处置、城镇生活垃圾（含

餐厨废弃物）集中处置、家具制造等尚未发布重大变动清单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及评价方案（试行）》

答记者问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28）

一、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方案》，对“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评价方式进行了优化调整，目的意义

为何？

答：为进一步满足“十四五”全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求，更好支撑“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2020年 12月 22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方案》（环办监测函〔2020〕714号），明确“十四五”

国家地表水按“9+X”方式进行监测，按“5+X”方式进行评价，该方案进一步完善国家地表水监测及评价

方式，优化监测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实时、连续监测优势，

实现地表水主要污染指标的实时监控和特征指标的精准监测。该方案将于 2021年 1月起实施。

二、《方案》中提出的按“9+X”进行监测，按“5+X”进行评价，分别是指什么？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6.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1/t20201112_8075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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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9+X”是指“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模式，“5+X”是指“十四五”国家地表水评价模式。

“9”为国控水站配置的水温、pH、浊度、电导率、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 9项

基本监测指标；未建水站的国控断面开展人工采测分离监测。

“X”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基本项目中，除 9项基本指标外，上一年及当

年出现过的超过 III类标准限值的指标；若断面考核目标为Ⅰ或Ⅱ类，则为超过Ⅰ或Ⅱ类标准限值的指标。

特征指标结合水污染防治工作需求动态调整。“X”指标开展人工采测分离监测。

9项基本指标中，水温、电导率和浊度因无相应标准限值，作为参考指标，不参与水质评价，总氮参与

湖库营养状况评价。

水质评价方式为“5+X”，即：pH、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X”特征指标。

三、“十四五”国家地表水“9+X”监测模式，具有什么优点？

答：“十四五”国家地表水“9+X”监测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科学性，能更好地满足水污染防治工作需求。

二是具有更好的经济性、可行性，对特征指标实施精准监测，进一步优化了监测资源配置。

四、问：水温、电导率、浊度三项指标无相应标准限值，不参与水质评价，有无必要监测？

答：水温、电导率、浊度虽无相应标准限值，不参与水质评价，但有必要进行监测，仍应纳入监测范

畴。

关于咨询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问题的回复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25）

来信：根据 HJ 941-2018《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中描述的内容识别风险物质，根据 6.1计算涉

气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Q计算出来＜1后，编制内容中还有评估M值和 E值的必要吗？

回复：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中“4 分级程序”，企业在开展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评估时，当计算的涉气或涉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Q<1，可直接判定企业突发大气（水）

环境事件风险等级为“一般-大气（Q0）”或“一般-水（Q0）”。另外，企业可根据自身管理需求，进一

步评估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和大气（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作

为提升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能力的基础和依据。

关于噪声超标评判问题的回复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1.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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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0-12-25）

来信： 在进行扰民噪声测量时，背景噪声值超过功能区限值，且无法降低背景噪声。被测声源在其边界

和敏感点测量的数据经修正后也超过功能区限值。此时的监测结果是否可以判定此被测声源超标排放，为

什么？

回复：噪声测量值包含了被测声源排放的噪声和其他环境背景噪声。从噪声测量值中扣除背景噪声的影响，

即可得到被测噪声源的排放值。被测噪声源是否超标，应通过被测噪声源排放值与相应标准限值比较来判

定，超过标准限值即认定超标，不超过即认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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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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7号 2020-12-02 2020-12-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核动力厂营运单位核安全报告指南》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8号 2020-12-03 2020-12-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项目竣工辐射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格式与内容》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59号 2020-12-04 2020-12-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关于 2020 年 11月 25 日-12月 2 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生态环境部 2020-12-04 2020-12-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江苏通州湾外 1#临时性海洋倾倒区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0号 2020-12-07 2020-12-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水质 硝基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1号 2020-12-10 2020-12-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环境空气 气溶胶中γ放射性核素的测定 滤膜压片/γ能谱法》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2号 2020-12-10 2020-12-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举办 2020年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培训班的通知 环办培训函〔2020〕114号 2020-12-10 2020-12-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 环水体〔2020〕71号 2020-12-14 2020-12-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对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解除挂牌督办的通知 环办执法函〔2020〕681号 2020-12-14 2020-12-14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 部令 第 17号 2020-12-15 2020-12-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等两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3号 2020-12-15 2020-12-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试行）》的通知 执法函〔2020〕21号 2020-12-15 2020-12-1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2020-12-16 2020-12-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等三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5号 2020-12-17 2020-12-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等 10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

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6号 2020-12-18 2020-12-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环生态〔2020〕72号 2020-12-21 2020-12-21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0_81231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07_81171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07_81189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07_811896.html
http://www.mee.gov.cn/ywdt/gsgg/tz/202012/t20201204_811456.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gsgg/tz/202012/t20201204_811456.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07_81189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6_81336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4_812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4_81287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10_81229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17_81357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14_81289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18_81392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8_81392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8_81392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012/t20201215_81316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16_81341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8_81392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18_81392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2_81417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2_81417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22_814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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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7号 2020-12-21 2020-12-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8项标准（含标准修改单）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8号 2020-12-21 2020-12-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铀矿冶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辐射函〔2020〕717号 2020-12-23 2020-12-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基准《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苯酚》（2020年版）及其技术

报告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70号 2020-12-24 2020-12-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等三项技术导则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69号 2020-12-24 2020-12-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基础信息表》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711号 2020-12-24 2020-12-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的通知 环办环评〔2020〕33号 2020-12-24 2020-12-2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7项标准（含标准修改单）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71号 2020-12-25 2020-12-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72号 2020-12-28 2020-12-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部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验收的通知 环办科财函〔2020〕732号 2020-12-31 2020-12-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固体函〔2020〕733号 2020-12-31 2020-12-3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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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项

标准的公告
公告 2020年 第 79号 2020-12-31 2020-12-31

互动交流 关于咨询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稳态与非稳态噪声区分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噪声超标评判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稳态噪声定义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 HJ 1077-2019的相关问题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排入园区电镀污水厂执行什么标准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雨水排放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互动交流 关于温排水咨询的回复 生态环境部 2020-12-25 2020-12-25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继续开展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固体函〔2020〕726号 2020-12-30 2020-12-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应急厅函〔2020〕 336号 2020-12-03 2020-12-03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4_81460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3_81446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25_81484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4_81467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4_81467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5_8148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24_81461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1/t20210104_81587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5_81484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30_81549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31_81564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31_81564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31_81572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31_815725.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4.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6.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29.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3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34.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35.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012/t20201225_814736.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30_815495.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2/t20201203_373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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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苏州经验系列报道（三）丨打造安责险“苏州模式”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12-02 2020-12-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赴相城区开展化工企业隐患整改情况专项督查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12-28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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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2020 2020-12-02 2021-03-01

行业标准 《水质 硝基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1150-2020 2020-12-10 2021-03-01

行业标准 《环境空气 气溶胶中γ放射性核素的测定 滤膜压片/γ能谱法》 HJ 1149-2020 2020-12-10 2021-01-01

行业标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153-2020 2020-12-15 2021-03-15

行业标准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154-2020 2020-12-15 2021-03-15

行业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20 2020-12-17 2021-07-01

行业标准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4-2020 2020-12-17 2021-07-01

行业标准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GB 39707-2020 2020-12-17 2021-07-01

行业标准 《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31-2020 2020-12-17 2021-07-01

行业标准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6 -2020 2020-12-25 2021-01-01

行业标准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7 -2020 2020-12-25 2021-01-01

行业标准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8 -2020 2020-12-25 2021-01-01

行业标准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168-2020 2020-12-25 2021-04-01

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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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9791.1-2020 2020-12-31 2021-01-01

行业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GB/T 39791.2-2020 2020-12-31 2021-01-01

行业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GB/T 39792.1-2020 2020-12-31 2021-01-01

行业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 GB/T 39792.2-2020 2020-12-31 20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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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JBP5DRURaaySrJPhxXDnSQ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012/8b4726df8b444518bb5feca942b873d1.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t20201203_811333.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t20201210_81244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t20201215_813049.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t20201215_813223.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t20201215_813229.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gthw/gtfwwrkzbz/202012/t20201218_81392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gthw/gtfwwrkzbz/202012/t20201218_813928.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gthw/gtfwwrkzbz/202012/t20201218_81393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swrwpfbz/202012/t20201223_814443.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2012/t20201225_814815.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2012/t20201225_81481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2012/t20201225_8148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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