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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佑 

上海安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的环境、健康、安全

（EHS）咨询和节能环保工程

服务公司。我们的专业团队由

资深科学家、工程师和咨询顾

问组成。我们以高度的敬业精

神致力于国内外先进的技术与

管理理念的整合，通过我们的

专业能力向中国和其它地区的

跨国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提

供一流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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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头条                          回到目录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全文                                                                           

应急管理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 公告 2020 年第 3 号 | 发布日期 2020-05-30 | 生效日期 2020-05-30 

本次发布的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共 20 种，包括爆炸性化学品 4 种、有毒化学品 6 种、易燃气体 5 种和易燃液体 5

种，具体管控措施包括： 

一、建设信息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管控 四、强化运输管理 

二、研究规范包装管理 五、实施储存定置化管理 

三、严格安全生产准入  
 

关于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                  全文 

生态环境部 | 环大气〔2020〕33 号 | 发布日期 2020-06-24 | 生效日期 2020-06-24   

⚫ 重点领域：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油品储运 

⚫ 重点管控对象：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企业 

⚫ 工作目标：VOCs 治理能力显著提升，VOCs 排放量明显下降，夏季 O3污染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 具体措施： 

一、大力推进源头替代，有效减少 VOCs 产生 六、坚持帮扶执法结合，有效提高监管效能 

二、全面落实标准要求，强化无组织排放控制 七、完善监测监控体系，提高精准治理水平 

三、聚焦治污设施“三率”，提升综合治理效率 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企业治理积极性 

四、深化园区和集群整治，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九、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营造全民共治良好氛围 

五、强化油品储运销监管，实现减污降耗增效 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施考核督察 

同时，为提高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使用手册》、《重

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查指南（试行）》以及《臭氧及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知识问答》三本专业书籍。 

相关链接：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 号）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 号）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 号）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4-2019）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全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等 | 发改环资〔2020〕1146 号 | 发布日期 2020-07-10 | 生效日期 2020-07-10  

http://www.safehoo.com/Laws/Trade/Traffic/202006/1603604.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6/t20200624_785827.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06/W020200630390169487941.pdf
https://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06/W020200630390174901392.pdf
https://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06/W020200630390174901392.pdf
https://www.mee.gov.cn/ywgz/dqhjbh/dqgdyhjgl/202006/W020200630390184097449.pdf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9/t20170919_421835.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709/t20170919_421835.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gz/201807/t20180705_446146.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1907/t20190703_708395.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1906/t20190606_705905.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gdwrywrwpfbz/201906/W020190606595716599412.pdf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7/t20200717_789638.html


 

 

 

                                             
 

www.anewgloble.net 

 

 

 

该《通知》旨在深入实施先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确保如

期完成 2020 年底塑料污染治理各项阶段性目标任务。为了便于实际操作，《通知》同时发布了《相关塑料制品仅限

管理细化标准（2020 年版）》，主要对九类 2020 年底涉及禁限的品类进行了规定，他们分别是： 

⚫ 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 ⚫ 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 

⚫ 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 不可降解塑料袋 

⚫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 一次性塑料餐具 

⚫ 一次性塑料棉签 ⚫ 一次性塑料吸管 

⚫ 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2020 版）                                 全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2 号 | 发布日期 2020-06-30 | 生效日期 2020-06-30 

该名录是国家履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义务而颁布的。2019 年，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通过了《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附表 1（A）节进行修改》（C-

24/DEC.4），以及《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附表 1 节进行修改》（C-24/DEC.5）等 2 个

决议，合计增列 4 项化学品。由此，我国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修订了名录，原化学工业部公布的《各类监控化学品

名录》（化学工业部令第 11 号）废止。新增的四项化学品为： 

⚫ N-{1-[二烷基(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胺基]亚烷基(氢、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

括环烷)} -P-烷基(氢、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氟膦酰胺和相应的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 N-[1-二烷基(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胺基]亚烷基(氢、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

括环烷)氨基氟磷酸烷(氢、少于或等于 10 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和相应的烷基化盐或质子化盐 

⚫ [双(二乙胺基)亚甲基]甲氟膦酰胺 

⚫ 氨基甲酸酯类(二甲胺基甲酸吡啶酯类季铵盐和双季铵盐) 

关于印发《2020 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帮扶指导方案》的通知         全文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 环办监测函〔2020〕388 号 | 发布日期 2020-7-20 | 生效日期 2020-7-20 

⚫ 帮扶对象：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2020 年 10 月底前随机抽测） 

⚫ 指导内容： 

1) 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自行监测方案与相关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一致性； 

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与自行监测方案的一致性； 

3) 自行监测行为与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的符合性，包括自行开展手工监测的规范性、委托监测的合规性和

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维护的规范性； 

4) 自行监测结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规范性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953686/content.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7/t20200724_790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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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讯                           回到目录 

江 

苏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通告 

（一）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江苏省全面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 A“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实施范围为省内涉及 VOCs 无组织排放的现有企业及新建企业。 

（二）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三）如新制（修）订标准或发布标准修改单有关规定严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 A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要求”的，按照更严格标准要求执行。 

 

上 

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实施

若干规定》的通知 

⚫ 主管部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 

⚫ 收运单位：由主管部门招标确定并公布在政府网站上，服务期限一般为 5 年 

⚫ 产生单位职责： 

1) 在每年 1 月通过“一网通办”网上平台向所在区绿化市容部门申报本年度餐厨废弃油脂的种类和

产生量，并和区绿化市容部门招标确定的收运单位签约； 

2) 设置专门的餐厨废弃油脂收集容器，醒目标注“餐厨废弃油脂”字样； 

3) 将餐厨废弃油脂单独分类收集、密闭存放，不得直接排入排水管网，不得将餐厨垃圾等其他生活

垃圾混入餐厨废弃油脂。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2019 版）》

及《上海市 2019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的通知（沪环气〔2020〕119 号） 

上海市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2019 版）包含各类型企业共 313 家，其中新增企业 34 家。所有纳

入配额管理的单位需要按照《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沪府令 10 号）的有关规定，规范开展自身碳

排放监测、报告和履约清缴等工作，通过配额登记注册系统提交与其经市生态环境局审定的上年度碳排放

量相当的配额，履行清缴义务。配额不足的，应通过本市碳交易平台购买补足；配额有结余的，可以在后

续年度使用，也可以用于配额交易。 

 

广 

东 

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规程》

的通知（粤环发〔2020〕3 号） 

本规程适用于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审批的下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试行环评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6/30/art_1571_9273791.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0/6/30/art_1571_9273791.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5165.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5165.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00630/20348b1adf354c9ab73b7a461c9ec0a9.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00630/20348b1adf354c9ab73b7a461c9ec0a9.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2407/nw31294/u26aw37414.html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31855.html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31855.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2969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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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主要包括： 

1) 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符合相关规划环评要求及生态环境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 

2) 城镇污水处理厂等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完善的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社会事业与

服务业类等建设项目； 

3) 不涉及新增用地且不增加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的扩建项目； 

4) 高速公路互通立交等污染防治技术成熟、生态环境影响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执法予以纠正的建设

项目； 

5) 国家、省有关改革政策要求实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 

（二）《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试点环评审批

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建设项目。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事项，建设单位可选择按照告知承诺制方式或《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定》规定的方式办理。 

 

山 

东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豁免管理名录（2020

年本）的通知（鲁环发〔2020〕24 号） 

此次豁免的建设项目包括 22 个大类 47 个子类，如不涉及湿法印花、染色、水洗工艺且年加工 100 万件以

下的服装制造项目，仅涉及切割工艺的纸制品制造项目，仅涉及切割组装、测试的金属制品加工制造项目，

仅涉及组装、测试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池制造除外）项目，仅涉及组装、测试的计算机制造、电子器

件制造项目，不新增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物排放量且不提高环境风险等级的现有脱硫、脱硝、除尘、VOCs、

废水处理治理设施改造等。 

列入豁免管理的建设项目，不需要办理环评审批或备案手续。但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中“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不予豁免；废水未接入污水处理厂或未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项目不

予豁免；使用非清洁能源的建设项目不予豁免。 

 

北 

京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该条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定，除了结合现状提出了重大疫情中对医疗废

物管理的要求，还特别针对企业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企业内部转移危险废物做了规定，要点如下： 

⚫ 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应当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将审核结果报所在地的区发展改革和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 

⚫ 年度同一种类危险废物产生量超过 5000 吨或者当地对产生的危险废物不具备安全处置能力且危险废

物不适宜跨省转移的，应当建设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且需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 工业企业自行利用、处置本企业不同厂区产生的危险废物的，转移过程应当执行国家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制度；工业企业自行利用、处置本企业同一厂区内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建立内部转运管理制度，

记录转运数据。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3/t20200304_767281.html
http://xxgk.sdein.gov.cn/zfwj/lhf/202006/t20200601_3117765.html
http://xxgk.sdein.gov.cn/zfwj/lhf/202006/t20200601_3117765.html
http://sthjj.beijing.gov.cn/bjhrb/index/xxgk69/zfxxgk43/fdzdgknr2/flfg77/1081816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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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25 号） 
目标摘要： 

⚫ 2020 年，长沙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 2021 年，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比例达到 55%以上，全省建筑垃圾

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35%。 

分类标准： 

⚫ 生活垃圾分类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其

他垃圾”为基本类型。除上述四大类外，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单独分类、独立处理 

 

相似链接：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重 

庆 

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条例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 

  （二）在允许的工作参数范围内使用特种设备； 

  （三）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操作规程； 

  （四）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对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

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 

  （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

请，并将定期检验标志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六）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七）加强特种设备使用安全宣传、引导和巡查，制止违规操作、使用行为； 

  （八）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 

  （九）不得委托未取得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安装、改造和修理。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bgt/202006/t20200611_12289134.html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bgt/202006/t20200611_12289134.html
http://www.tjdl.gov.cn/zwgk/system/2020/07/29/004052126.shtml
http://www.samr.gov.cn/fgs/dffzjs/202006/t20200622_317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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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标准                               回到目录 

标准号 标准名 发布日期 生效日期 

国家标准 

GB 21148-2020 足部防护 安全鞋 2020-07-23 2021-08-01 

GB 20653-2020 
防护服装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

服 
2020-07-23 2021-08-01 

GB 8965.1-2020 防护服装 阻燃服 2020-07-23 2021-08-01 

GB/T 38923-2020 废旧纺织品分类与代码 2020-06-02 2021-01-01 

GB/T 38966-2020 可持续水管理评价要求 2020-06-02 2021-01-01 

GB/T 38696.1-2020 
眼面部防护 强光源（非激光）

防护镜 第 1 部分：技术要求 
2020-06-02 2021-01-01 

GB/T 38696.2-2020 
眼面部防护 强光源（非激光）

防护镜 第 2 部分：使用指南 
2020-06-02 2021-01-01 

GB/T 12624-2020 手部防护 通用测试方法 2020-07-21 2021-05-01 

GB/T 31009-2020 
足部防护 鞋（靴）限量物质要

求及测试方法 
2020-07-21 2021-02-01 

行业标准 

WS/T 699-2020 人群聚集场所手卫生规范 2020-07-20 2020-07-20 

地方标准 

河北 
DB13/T 5215-

2020 

有机固体废物磁化降解通用技

术导则 
2020-06-28 2020-07-28 

江苏 
DB32/T 3846-

2020 

企事业单位铅酸蓄电池安全运

行技术规范 
2020-07-29 2020-08-29 

江苏 
DB32/T 3847-

2020 

用电场所智慧安全监控系统技

术规范 
2020-07-29 2020-08-29 

江苏 
DB32/T 3848-

2020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范 2020-07-29 2020-08-29 

江苏 DB32/ 3814-2020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020-07-03 2021-02-01 

天津 DB12/T 949-2020 
消防设施物联网监控系统技术

标准 
2020-06-29 2020-08-01 

浙江 DB33/ 2260-2020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2020-06-10 20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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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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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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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