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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 颁布日期 2020-04-18 | 生效日期 2020-09-01

1. 修订要点：

• 启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自主验收

• 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置

• 规范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和应急保障机制

• 实施史上最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律责任

2.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3. 重点要求：

自主验收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收，

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建立台账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

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

信息公开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转移利用备案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应当报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垃圾分类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任何单位都应当依法

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厨余无害化

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

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凭证产废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已经

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下游管控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

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与造成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http://www.inogenet.co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4/t20200430_7775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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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令第12号| 颁布日期 2020-04-29 | 生效日期 2021-01-01

2010年1月19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7号）同时废止。

1.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新化学物质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活动的环境管理登记，

但进口后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存放且未经任何加工即全部出口的新化学物质除外。

2.  登记类型

• 常规登记：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10吨以上的；

• 简易登记：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1吨以上不足10吨的；

• 备案：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不足1吨的；或 新化学物质单体或

者反应体含量不超过2％的聚合物或者属于低关注聚合物的。

3.  物质信息保密：申请人在登记或者备案时可以提出商业秘密保护；保护期限自首次登记或者备案之日

起不超过五年。

4.  登记主体：境内从事新化学物质生产或者进口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向中国境内出口新化学物质的生产

或者贸易企业通过指定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业事业单位作为代理人进行登记

5. 重新登记的情形：已完成常规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IECSC)前应重新登记

• 生产或者进口数量拟超过申请登记量的；

• 活动类型拟由进口转为生产的；

6.  登记变更：

• 对完成常规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在列入IECSC前，除应办理重新登记的情形外，登记证载明的其他

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办理登记证变更；

• 对已完成简易登记的新化学物质，登记证载明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办理登记证变更；

相关链接：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公告

• 拟变更新化学物质申请用途的；

• 导致环境风险增大的其他情形。

http://www.inogenet.co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05/t20200507_777913.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1/content_5510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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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 颁布日期 2020-04-01 | 生效日期 2020-06-01

作为替代，该规定颁布之后，公安部决定废止2009年4月30日发布实施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1.适用范围

•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

（其中特殊建设工程包括生产、储存、装卸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在内的十二类场所）

•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2.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工作主体 -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3.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所需资料：①审查申请表；②消防设计文件；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如要求）；④临时性建筑的批准文件（如为临时性建筑）

与旧规相比，在设计审查环节将不再需要提供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设计单

位资质证明文件，且将审查时限缩短为15天

4.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所需资料：①验收申请表；②工程竣工验收报告；③设计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

图纸

与旧规相比，消防验收所需资料由七项精简为三大项，验收时限也缩短为15天

5. 新旧衔接：新颁布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之前，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已经依法审查合格

的，按原审查意见的标准执行。

6. 备案管理：实行备案管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备案。

相关链接：关于废止《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公安部令第158号，2020年6月1日起实施）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全文
生态环境部 | 环环评〔2020〕19号 | 颁布日期 2020-04-03 | 生效日期 2020-04-03

1. 排污单位存在不能达标排放、手续不全或者其他不符合排污许可要求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暂不予

核发排污许可证，并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以下简称整改通知书）。

2. 整改期限：

• 整改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

• 对于存在多种整改情形的，整改期限以整改时间最长

的情形为准，不得累加，最长不超过一年。

• 排污单位应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

• 排污单位完成整改后，应当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送整改报告和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说明整改完成情况、达

标排放情况和自行监测情况等，按程序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http://www.inogenet.com/
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2004/t20200404_244813.html
https://www.mps.gov.cn/n6557558/c7216836/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8/content_5416051.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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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第1号
修改单的公告 全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0年第26号 | 颁布日期 2020-05-15 | 生效日期 2020-06-01

第四条最后增加一款：对于流动作业的起重机械（指通用门式起重机、架桥机），出厂后首次安装时，

应当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经拆卸后再次安装时不再实施安装监督检验，但应当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

则》（TSG Q7015）的要求实施定期检验。对定期检验有效期内未进行拆装的，按照正常检验周期进行后续

的定期检验；对定期检验有效期内拆装的，拆装后即应进行定期检验。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GB/T 17166-2019） 全文

颁布日期 2019-10-18 | 生效日期 2020-05-01

修订重点：相对于老标准，新标准明确现场审计时，需要安装计量器具或仪表开展能效测试，说明能源

审计注重现场实测，以数据为潜力计算与分析依据，报告的深度也大大提高，为能源审计业务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全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建质〔2020〕46号 | 颁布日期 2020-05-08 | 生效日期 2020-05-08

1.  工作目标

• 2020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初步建立。

• 2025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

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

2. 企业责任

建设单位应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将建筑垃圾

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并监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体落实

相关链接：符合《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三批）

http://www.inogenet.com/
http://www.samr.gov.cn/tzsbj/tzgg/zjwh/202005/t20200518_315297.html
http://www.xxtzsb.cn/xx_shownews.asp?id=1321
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34BC987838BEBE03B9AD6EE3D17F9AAA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05/t20200515_245456.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07/c789326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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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第1号
修改单的公告 全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0年第26号 | 颁布日期 2020-05-15 | 生效日期 2020-06-01

第四条最后增加一款：对于流动作业的起重机械（指通用门式起重机、架桥机），出厂后首次安装时，

应当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经拆卸后再次安装时不再实施安装监督检验，但应当按照《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

则》（TSG Q7015）的要求实施定期检验。对定期检验有效期内未进行拆装的，按照正常检验周期进行后续

的定期检验；对定期检验有效期内拆装的，拆装后即应进行定期检验。

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的公告 全文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 公告2020年第28号 | 颁布日期 2020-05-13 | 生效日期 2020-05-13

1. 自2020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禁止生产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进口轻

型汽车应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2.  汽车生产、进口企业作为环保生产一致性管理的责

任主体，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有关规定，在产品出厂或货物入境前公开车型排

放检验信息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确保实际生产、进口的车辆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全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建质〔2020〕46号 | 颁布日期 2020-05-08 | 生效日期 2020-05-08

1.  工作目标

• 2020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初步建立。

• 2025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

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

2. 企业责任

建设单位应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

概算，并监督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具体落实

相关链接：符合《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三批）

http://www.inogenet.com/
http://www.samr.gov.cn/tzsbj/tzgg/zjwh/202005/t20200518_315297.html
http://www.xxtzsb.cn/xx_shownews.asp?id=1321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5/t20200515_779409.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05/t20200515_245456.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07/c789326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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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咨讯 回到目录

广
东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VOCs管控台账清单的
通知（2020-5-8））

⚫ VOCs原辅材料台账

1.采购单

2.出库记录

3.VOCs物料用量及VOCs含量信息表

4.VOCs物料检测报告

5.VOCs物料物质安全说明书（MSDS）

⚫ VOCs废气处理设施台账

6.VOCs有机废气治理设施设计方案

7.VOCs有机废气治理工程项目合同

8.治理设施运维管理操作手册

9.治理设施日常监管台账记录

10.有机废气监测报告

上
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整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技术指南（试行）》和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涂装）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
（2020-4-14）

⚫ 《整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技术指南》

本标准规定了整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适用于 GB/T 15089 规定的 M1、M2、M3 类整车

制造企业汽车涂装工艺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s）的排放控制相关技术要求，不适用于汽车改装、汽车维

修及零部件涂装工艺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涂装）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技术指南》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C366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涂装过程中 的挥发性

有机物（VOCs）污染排放控制可行技术，不适用于汽车整车制造、汽车改装及汽车维修涂装工艺大气污染

物排放管理。

上
海

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
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
方案

浙
江

关于公布2020年浙江省重点排污单位
名录的通知（2020-5-12）

⚫ 深入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控

⚫ 抓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 严格监督及执法

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3972家，其中水环境重点排污

单位2362家，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1045家，土壤

环境重点排污单位1664家，其他重点排污单位407家。

相关链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19年浙江

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合格企业名单和2020年

浙江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计划名单的通知

⚫ 危废台账

11.危废处置合同

12.转移联单

13.危废处理方资质佐证材料

⚫ 其它辅助资料

14.VOCs重点监管企业“一企一方案”

15.VOCs重点监管企业“一企一方案”的实施计划

16.“一企一方案”专家评审意见

17.企业现场核查评分表

18. 一企一策综合整治总结报告（或称“整改情况详细说明”）

19.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表

20.环评批复文件

省控、市控重点监管企业，需要建立序号1-19台账材料；非重点企业，需要建立序号1、2、4-12、18-19台账
材料；以上材料均需保留三年及以上记录。

http://www.inogenet.com/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2996267.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00416/b73884316f5c45d5ba68dd7347efed8b.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1103/hbzhywpt5309/20200416/7dcc1ad8b9094c30b1ad25c4e3db1018.html
http://sthjt.zj.gov.cn/art/2020/5/12/art_1201961_42933879.html
http://www.zjlscy.cn/qjsc/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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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号 标准名 发布日期 生效日期

国家标准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2020-05-26 2021-01-01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2020-05-12 2021-01-01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2020-05-12 2021-01-01

GB 38032-2020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2020-05-12 2021-01-01

行业标准

HJ 1133-2020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的测
定 原子荧光法

2020-05-15 2020-08-15

HJ 1132-202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
吸收法

2020-05-15 2020-08-15

HJ 1131-202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
吸收法

2020-05-15 2020-08-15

HJ 1130-2020 环境空气质量数值预报技术规范 2020-05-15 2020-08-15

HJ 945.3-2020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2020-05-20 2020-07-01

DB32/T 3794-2020 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 2020-05-25 2020-06-25

DB32/T 3795-2020 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

2020-05-25 2020-06-25

http://www.inoge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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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审计 尽职调查 IPE记录撤除 场地环境调查与修复 VOCs治理

绿色供应链 节能咨询与工程 EHS管理 EHS法律法规 节水与水处理

联系我们

上海办公室

桂时乔

+86 138 1780 7400

+86 21 6386 9001

joseph_gui@anewglobal.net

中国 ·上海黄浦区南苏州路999号509室

广州办公室

汤仲恩

+86 134 5036 1874

+86 20 8760 6336

tom_tang@anewglobal.net

中国 · 广州市环市东路371-375号世贸中心北塔1302室

北美办公室

Lida Tan

+1 408 504 5398

lida_tan@anewglobal.net

67 Timberland, Aliso Viejo, CA 9265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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