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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进化工园（集中）区落实“一园一策”整改方案的通知

（来源：危化品安全监管处；发布日期：2021-01-29）

为切实提高化工园（集中）区安全风险管控水平，实现化工园（集中）区安全风险整体可控，依据《江

苏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推进全省化

工园（集中）区加强力量配备，加大安全投入，加快问题整改。现将有关要求进行通知。

2、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

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2-02）

生态环境部日前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和《农用地土壤污

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两个《办

法》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3、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有关问题答记

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07）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生态

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指南》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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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04）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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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下简称“报告表”）内容及格式修订的背景、修订思路、编制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5、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29）

2021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736号国务院令，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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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6、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治理行动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1-01）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行动，与“三年大灶”有机衔接、同步推进，全面开

展危险化学品使用环节安全的大排查、大整治，切实防范风险和治理隐患，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

7、历史上一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0-12-31）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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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S热点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进化工园（集中）区落实“一园一策”整改方案的通知

（来源：危化品安全监管处；发布日期：2021-01-29）

为切实提高化工园（集中）区安全风险管控水平，实现化工园（集中）区安全风险整体可控，依据《江

苏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推进全省化

工园（集中）区加强力量配备，加大安全投入，加快问题整改。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是督促化工园（集中）区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试行）》和《化工园（集中）区

安全风险等级评估报告》，制定“一园一策”整改方案。

二是督促化工园（集中）区落实“一园一策”整改方案，安全风险D类的化工园（集中）区，抓效果巩

固；安全风险C类的化工园（集中）区，抓能力提升；安全风险B类的化工集中区，抓问题整改。2021年底

前，2家安全风险B类的化工园（集中）区，升级安全风险C类化工园（集中）区。鼓励所有化工园（集中）

区争创安全风险D类化工园（集中）区。

三是督促化工园（集中）区及时修订、调整各类规划，明确化工园（集中）区规划面积和四至范围，

明确化工园（集中）区用地性质，合理确定化工园（集中）区缓冲带和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四是督促化工园（集中）区按照《江苏省化工园区集中区封闭化建设指南（试行）》，全面推进化工

园（集中）区封闭化建设。2021年底前，全省29家化工园（集中）区17家要全部实现封闭化管理，其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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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D类的7家化工园（集中）区，要全部实现封闭化管理，安全风险C类的化工园（集中）区，10家要实

现封闭化管理，其余的化工园（集中）区要基本实现封闭化管理。

五是督促化工园（集中）区进一步完善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一体化平台，将企业基础信息、风险隐患

数据、重大危险源（储罐区和库区）实时在线监测监控相关数据、关键岗位视频监控、安全仪表等异常报

警数据全部接入园区信息管理平台。

六是加快推进化工园（集中）区消防站提档升级，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不低于特勤消防站的

标准配备人员和车辆装备；按照《化工园区危险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标准》《化工园区公共管廊管理规

程》等要求，加快化工园（集中）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公共管廊和公共事故应急池对标建

设、提档升级。

七是加快推进化工园区单独设立安全监管机构，并配备安全总监，2021年底前，危险化学品专职安全

监管人员配备不少于10名，化工集中区危险化学品专职安全监管人员配备不少于6名，危险化学品专职安全

监管人员有化工专业背景配比不低于75%。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有

关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2-02）

生态环境部日前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和《农用地土壤污

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两个《办

法》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两个《办法》出台有哪些背景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

在争议的，农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

建设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认定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两个《办法》的出台，将为在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开展责任人认定提供依据，进一步落实污染担责的原则。

二、两个《办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2/t20210202_819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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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办法》适用于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中，对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

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开展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涉及民事纠纷的责任人认定应当依据民

事法律予以确定，不适用本《办法》。

三、问：土壤污染责任人指什么单位和个人？

土壤污染责任人，是指因排放、倾倒、堆存、填埋、泄漏、遗撒、渗漏、流失、扬散污染物或者其他

有毒有害物质等，造成农用地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需要依法承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的单位和

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依据《土壤法》，土壤污染是指因人为因素导致某种物质进入陆地表层土壤，引起土

壤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特性的改变，影响土壤功能和有效利用，危害公众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现

象。非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壤相关问题不属于土壤污染，比如重金属高背景问题。

四、问：土壤污染责任人依法承担何种义务？

《土壤法》对土壤污染责任人如何履行义务进行了明确，即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的义务。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

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

五、问：如何保障科学合理认定土壤污染责任人？

一是开展调查。认定部门可以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也可以指定或者委托调查机构启动调查工作。

二是审查调查报告。行政机关专职人员和有关专家成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对调查报告进行

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包括调查报告提出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调

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以及是否通过审查的结论。

三是作出决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报送的调查报告及审查意见后，作出

认定决定，并连同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审查意见告知相关当事人。

同时，两个《办法》规定：在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审查过程中以及作出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相关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相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

六、问：责任人认定的费用由谁来承担，是否会加重企业负担？

依据《土壤法》第七十条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下列

事项……（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壤污染状况普查、监测、调查和土壤污染责任人

认定、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等活动”的规定，两个《办法》明确，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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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土壤污染责任人

认定工作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七、问：拟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如何尽可能避免出现土壤污染责任纠纷的情况？

《土壤法》及配套政策就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做出了诸多制度安排，如：“各类涉及土地利用的规划和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

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应当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送交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并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HJ964-2018）要求开展土壤环境现状调查。

拟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可以依法向相关单位了解土壤污染状况，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土壤污染

带来后续土壤污染责任纠纷的风险。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有关问题答记者

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07）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生态

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指南》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指南》出台有哪些背景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以下简称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

质渗漏、流失、扬散”的义务。《指南》的出台，将为重点监管单位依法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规

范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提供参考依据。

二、问：《指南》的定位是什么？适用对象有哪些？

《土壤法》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

《指南》出台目的，是指导企业通过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隐患或者土壤污染，及早

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管控风险，防止污染或者污染扩散和加重，降低后期风险管控或修复成本。

《指南》主要适用于重点监管单位为保证持续有效防止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发生有毒有害物质

渗漏、流失、扬散造成土壤污染，而依法自行组织开展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其他工矿企业开展土壤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7_816398.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7_8163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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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可参照本指南。《指南》未作规定事宜，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或规定。

三、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相应机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

计划，制定并实施隐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并按要求保存和上报等。

四、问：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需要多久开展一次？

重点监管单位原则上应在《指南》发布后一年内，以厂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新增重点监管单位应在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后一年内开展。之后，原则上针对生产经营

活动中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场所、设施设备，每2-3年开展一次排查。对于新、改、扩建项目，应在投产后

一年内开展补充排查。

考虑到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指南》规定重点监管单位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对排查频

次和排查范围进行优化调整，也就是不搞一刀切。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存在异常

的，也应及时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五、问：重点监管单位应该如何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原则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排查和整改，一是排查重点场所、重点设施设备本身和管理上是否存

在缺陷；二是排查在发生渗漏、流失、扬散的情况下，是否具有防止污染物进入土壤的设施；三是排查是

否有能有效、及时发现并处理泄漏、渗漏或者土壤污染的设施或者措施。

重点监管单位是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的实施主体，可根据自身技术能力情况，自行组织开展排查，

也可以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协助完成排查。

六、问：重点监管单位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降低土壤污染隐患？

土壤污染隐患取决于土壤污染预防设施设备（硬件）和管理措施（软件）的组合。重点监管单位可以

采取有关预防设施和措施的组合，最大限度降低土壤污染隐患。比如在预防设施方面，采取单层钢制储罐

加阴极保护系统，或双层储罐加泄漏检测装置；在预防措施方面，对阴极保护系统、泄漏检测装置定期检

查和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七、问：为什么要建立隐患排查档案？

隐患排查档案是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和管理部门监管的重要资料。《指南》规定重点监管单位

应长期保存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档案。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定期

检查与日常维护记录单、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整改方案、隐患整改台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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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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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04）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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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下简称“报告表”）内容及格式修订的背景、修订思路、编制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1999年发布报告表内容及格式以来，这是首次进行修订，请问本次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编制报告表的项目是可能对环境造成轻度影响的项目，占全国环评审批项目数的90%以上，其中大部分

是中小企业，是当前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现有报告表部分内容已不能满足现

行管理要求，如存在环评资质证书、行业预审意见等法律法规已删除的内容；编制要求与报告书的差异不

明显，对重点关注内容聚焦不足，导致报告表“虚胖”，影响环评效率和有效性等。在此背景下，我部研

究制定了新的报告表内容及格式，并配套制定了编制技术指南。

二、问：本次修订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本次修订以提升环评制度的有效性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简化优化内容和技术要求，减轻企业负

担，回归报告表本质，统筹考虑各项环评制度衔接要求。

一是分类管理，精准指导。本次将报告表格式分为污染影响类和生态影响类两大类，分别设计表格，

明确了各自填写重点。同时制定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明确填报内容、细化操作要求。

二是聚焦重点，体现与报告书区别。本次修订明确了专项设置原则，避免不必要的专项评价。简化了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要求，原则上以引用现行有效监测数据为主。

三是与规划环评、排污许可、监管执法衔接。对以污染影响为主的建设项目，与排污许可衔接，主要

环境影响和环保措施内容按照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填写。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

查清单”，聚焦环保措施、执行标准，提升报告表实用性。

四是做好与现行管理要求的衔接。删除行业预审意见、社会环境简况、下一级生态环境部门初审意见

等内容，将环境影响资质证书修改为与环评信用平台信息挂钩的《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突出建

设单位主体责任，报告表封面保留建设单位盖章，删除编制单位及盖章信息。

三、问：与旧版《报告表》内容及格式对比，主要有哪些变化？

一是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特点，将报告表分为污染影响类和生态影响类两种格式，同时涉及污染和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4_815917.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4_8159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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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填报生态影响类表格。二是明确了专项设置原则，且判定流程简单、内容直观清晰，

并对专项数量做出明确规定。三是简化、优化报告表填报内容，对于无需开展专项评价的要素，按照编制

技术指南填报表格。

四、问：在下一步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哪些方面呢？

新版《报告表》内容及格式自2021年4月1日起实施。新版《报告表》在填报内容上做了很多简化和调

整，编制过程中应按《编制技术指南》要求填报，不得随意增加、堆砌文字内容，真正实现内容精炼、聚

焦重点的目的。后续，将进一步开展各类解读、培训、宣传工作，保障新版《报告表》顺利实施。正式实

施后，我部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将结合环评和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和工作方案，对部分重点行业、重点

项目报告表编制情况进行抽查。

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发布日期：2021-01-29）

2021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736号国务院令，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一、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出台背景。

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二、问：《条例》在规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审批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一是要求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后，

方可排放污染物，并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分类管理，

具体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拟订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二是明确审批部门、申请方式和材

料要求，规定排污单位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向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三是明确审批期限，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和重点管理的审批期限分别为20日和30日。四

是明确颁发排污许可证的条件和排污许可证应当记载的具体内容。

三、问：《条例》在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一是规定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相符。二是要求

排污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4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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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负责，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三是要求排污单位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

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四是要求排污单位向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污染物排

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相关污

染物排放信息。

相关资讯

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治理行动

（来源：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日期：2021-01-01）

一、总体要求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行动，与“三年大灶”有机衔接、同步推进，全面开

展危险化学品使用环节安全的大排查、大整治，切实防范风险和治理隐患，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

二、主要任务

全面摸清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现状；全面整治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存在的隐患问题；

全面强化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全面遏制使用危险化学品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三、整治重点

（一）整治对象

全省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重点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

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具体按照《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10部门公告2015年第5号）执行。

（二）重点内容

1.是否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符合危险化学品使用（包括工艺）条

件。

2.是否建立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3.是否掌握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品种、危险特性、用途、使用方式、使用和储存数量等情况，并建立相关

台账资料。

4.是否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环节的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http://ajj.jiangsu.gov.cn/col/col8152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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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从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单位采购及使用附有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6.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和违反限制性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7.是否对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和安全标签进行专项培训，有资格要求的岗位是否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

8.是否制定危险化学品使用环节事故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9.是否存在以新材料、新科技、生物等名义而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是否准确界定化工企业类别并依法申

请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四、时序安排

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12月底前）

排查整治阶段（2021年6月底前）

集中攻坚阶段（2021年12月底前）

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6月底前）

事件聚焦

历史上一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0-12-31）

一、2020年 12月发生的较大事故

2020年 12月 19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万宝山园区海纳贝尔化工有限公司格雷车间一台 1立方米的乳化

反应釜（产品为噻吩乙醇，主要原料为甲苯和金属钠）在试生产期间突然发生爆炸，造成 3人死亡、4人受

伤。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海纳贝尔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操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存在误操作行为，导致空

气进入乳化釜内，与甲苯、金属钠混合发生爆炸。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历史上 1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一）石油化工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1·1”石脑油中毒事故

2014年 1月 1日，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储运车间中间原料罐区在切罐作业过程中发生石脑油泄

漏，引发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 4人死亡，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536万元。事发时抽净管线系统处于敞

开状态。操作人员在进行切罐作业时，错误开启了该罐倒油线上的阀门，使高含硫的石脑油通过倒油线串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012/t20201231_3762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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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抽净线，石脑油从抽净线拆开的法兰处泄漏。泄漏的石脑油中的硫化氢挥发，致使现场操作人员及车间

后续处置人员硫化氢中毒。

中石油兰州石化“1·7”罐区爆炸事故

2010年 1月 7日，兰州石化公司 316#罐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 6人死亡、1人重伤、5人轻伤。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 316#罐区碳四球罐出料管弯头存在缺陷，致使弯头局部脆性开裂，导致易燃易爆的碳四

物料泄漏并扩散，遇焚烧炉明火引起爆炸。该公司未按规程规定对事故管线进行定期检验，未按规定落实

事故管线更换计划和对储罐进出物料管道设置自动联锁切断装置，致使事故状态下无法紧急切断泄漏源，

导致泄漏扩大并引发事故。

（二）精细化学品

浙江临海市华邦医药化工公司“1·3”爆炸事故

2017年 1月 3日，位于临海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的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C4车间

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400多万元。事故原因是：减压蒸馏时甲苯未蒸出，当

班工人擅自加大蒸汽开量且违规使用蒸汽旁路通道，致使主通道气动阀门自动切断失去作用。蒸汽开量过

大，外加未反应原料继续反应放热，釜内温度不断上升，并超过反应产物（含乳清酸）分解温度。反应产

物（含乳清酸）急剧分解放热，体系压力、温度迅速上升，最终导致反应釜超压物理爆炸。

潍坊长兴化工有限公司“1·9”氟化氢泄漏中毒事故

2016年 1月 9日，潍坊长兴化工有限公司四氟对苯二甲醇车间发生氟化氢泄漏中毒事故，造成 3人死

亡、1人受伤。在四氟对苯二甲醇生产过程中伴有氟化氢蒸气产生，因作业人员擅自变更生产工艺违规操作、

反应釜加料盖密封不严，导致氟化氢泄漏并扩散，造成现场和相邻车间作业人员中毒。

（三）有机化工

山东合力科润化工有限公司乙腈装置“1·1”爆炸事故

2009年 1月 1日，山东省德州合力科润化工有限公司乙腈装置发生爆炸，造成 5人死亡，9人受伤。

发生爆炸的两台固定床反应器，是未清洗干净的二手设备，由于其壳程存有积碳和油垢，使主要成分为硝

酸钾、硝酸钠和亚硝酸钠的熔盐在高温下加速分解，发生爆炸。

（四）无机化工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18”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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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月 18日，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处理合成工段的高纯盐酸中间罐废气排空管和排空

汇总管连接处的漏点时发生爆炸，导致 3名工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制酸过程中少量溶解、夹带的氢

气随盐酸进入高纯盐酸中间罐，由于中间罐压力的降低，溶解、夹带的氢气逐步从液相盐酸中析出。排空

管与排空汇总管连接处开裂，造成氢气泄漏。维修工使用角磨机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火花，引爆氢气，由于

各盐酸储罐气相空间相连，造成三个盐酸储罐爆炸。

（五）煤化工

新疆吐鲁番市恒泽煤化有限公司“1·27”闪爆事故

2018年 1月 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恒泽煤化有限公司 18万吨/年焦油加工环保改造项目施

工过程中发生闪爆事故，造成 3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直接原因是有关作业人员严重违规操作，在没有取

得动火许可证、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和监管人员未到位情况下擅自违章使用明火烘烤法兰螺丝，引发沥青高

置槽内部的挥发性可燃气体闪爆。



EHS NEWSLETTER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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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环土壤〔2021〕13号 2021-01-29 2021-01-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环土壤〔2021〕12号 2021-01-29 2021-01-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1号 2021-01-05 2021-01-05

国家规范性文件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号
2021-01-29 2021-01-2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废止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部令 第 21号 2021-01-21 2021-01-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2020年第 6号）：22项应急管理行业标准
应急管理部公告 2020年第 6
号

2021-01-18 2021-01-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2021年 第 1号）
国应急管理部公告 2021年第

1号
2021-01-26 2021-01-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一图读懂《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1-17 2021-01-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一图读懂《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1-14 202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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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2-02 2021-02-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江苏生态环境 2021-01-14 2021-01-14

地方规范性文件 湖北省政府印发办法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中国应急管理报 2021-01-08 2021-01-08

地方规范性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印发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2021-01-05 2021-01-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企业标准“一企一策”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应急管理部 2021-01-12 2021-01-1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进化工园（集中）区落实“一园一策”整改方案的通知 危化品安全监管处 2021-01-29 2021-01-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江苏省冶金等工业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要点（试行）》的通知 苏应急函〔2021〕14号 2021-01-25 2021-01-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治理行动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1-01 2021-01-01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公告 2021年 第 3号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公告 2021-01-21 2021-01-21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2/t20210202_81994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2/t20210202_81993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1/t20210106_816299.html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101/t20210129_819519.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21_818173.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18_37730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29_377955.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17_817651.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14_817432.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2/2/art_1571_966260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_pG28Qh9tl-6M8DmDQOQw
https://www.mem.gov.cn/fw/yjpf/pfdt/202101/t20210108_376670.shtml
https://www.mem.gov.cn/fw/yjpf/pfdt/202101/t20210105_376415.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12_376955.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12_376955.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1/29/art_3154_9660297.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1/25/art_3713_9653371.html
http://ajj.jiangsu.gov.cn/col/col81524/index.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1/21/art_74450_9653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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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通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情况的函 苏应急〔2021〕11号 2021-01-12 2021-01-12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

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2-02 2021-02-02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有关问题答

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1-07 2021-01-07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

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1-08 2021-01-08

政策解读 啤酒、发酵酒精和白酒等 2项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1-01-06 2021-01-06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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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1-04 2021-01-04

政策解读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1-01-04 2021-01-04

政策解读 《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1—2020）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1-01-04 2021-01-04

政策解读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20）解读 生态环境部 2021-01-04 2021-01-04

政策解读 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就《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 2021-01-29 2021-01-29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系列解读文章之一：将排污许可制打造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制

度利器
生态环境部 2021-01-29 2021-01-29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系列解读文章之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为固定源排污监

管执法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环境部 2021-01-29 2021-01-29

政策解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系列解读文章之三：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多措并举助力排污

许可制度全面推行
生态环境部 2021-01-29 2021-01-29

健康

国家性文件 我国已累计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九百多万剂次 全民接种疫苗个人不负担费用 人民日报 2021-01-10 2021-01-10

国家性文件 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提高城乡社区防控精准化精细化水平的通知 民发〔2021〕11号 2021-01-30 2021-01-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2月 2日起常州降低新冠病毒相关检测项目价格 常州市政府办公室 2021-02-02 2021-02-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我省六部门出台新举措保障群众过好春节 新华日报 2021-02-02 2021-02-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春节期间我省对来苏人员实行分级管理 新华日报 2021-01-20 2021-01-20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 安委〔2020〕10号 2021-01-14 2021-01-14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1/f47967bd4ad34f789485ec683a2215de.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2/t20210202_81999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2/t20210202_819996.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7_816398.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7_816398.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1/t20210108_81662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1/t20210108_816625.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6_816300.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4_815917.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1/t20210104_815917.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4_816000.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4_815998.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4_815997.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490.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1.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1.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2.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2.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3.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3.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0/content_557858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01/content_5584222.htm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2/2/art_76927_9662307.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2/2/art_76928_9661560.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1/1/20/art_76935_9649026.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08_376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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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的通知

国家规范性文件 省安委办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四起煤矿事故的通报 苏安办函〔2021〕1号 2021-01-19 2021-01-19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第二轮检查评估情况的通

报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1-05 2021-01-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一起γ射线探伤作业违法违规造成辐射事故案件处理情况的通报 环办辐射函〔2021〕22号 2021-01-21 202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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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821-2005 2021-01-06 2021-01-06

行业标准 《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631-2011 2021-01-06 2021-01-06

行业标准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952—2020 2021-01-04 2021-01-04

行业标准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0—2020 2021-01-04 2021-01-04

行业标准 《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1—2020 2021-01-04 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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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xxgkpt/fdzdgknr/202101/t20210108_376690.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1/19/art_3712_9648595.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1/cb43cc7cac6949f98e6f704e96644066.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1/cb43cc7cac6949f98e6f704e96644066.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1/t20210121_818216.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6_816300.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06_81630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2012/t20201231_81564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ydywrwpfbz/202012/t20201231_81562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ydywrwpfbz/202012/t20201231_815627.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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