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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能源、环境、健康及安全时讯 

2020 年第 4 期 总第 8 期 2020 年 8-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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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                           全文                                                                           

生态环境部 | 环环评〔2020〕49 号 | 发布日期 2020-09-23 | 生效日期：2020-09-23 

《意见》针对小微企业具有规模小、人员少、工艺流程简单等特点，对优化企业的环评管理内容与环保标准进行了

建议，内容如下： 

简化项目环评管理： 

1. 缩小项目环评范围 

⚫ 对实施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建设项目，不再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 对环境影响较小的部分行业，仅将在工业建筑中的新改扩建项目纳入环评管理 

2. 简化报告表编制内容 

⚫ 以引用现有数据为主，简化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 对确需进行专项评价的，突出重点要素或专题 

⚫ 对不需开展专项评价的，无需进行模型预测，仅需按要求填写表格 

3. 探索同类项目环评简化模式 

⚫ 加强产业园区（含产业聚集区、工业集中区等）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 

⚫ 探索园区内同一类型小微企业项目打捆开展环评审批，单个项目不再重复开展环评 

⚫ 鼓励地方探索“绿岛”等环境治理模式，建设小微企业共享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或集中工艺设施（如电

镀、印染、喷涂等） 

4. 继续推进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全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 | 发改环资〔2020〕1257 号 | 发布日期 2020-07-31 | 生效日期 2020-07-31 

实施目标：到 2023 年，具备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县城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进一步完善；建制镇生活垃圾收集转

运体系逐步健全。 

⚫ 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 300 吨的地区，要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清运

量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到 2023 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 在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不足 300 吨的地区探索开展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试点 

⚫ 鼓励跨区域统筹建设焚烧处理设施 

相关链接：《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2020）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                               全文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 2020 年第 6 号 | 发布日期 2020-08-27 | 生效日期 2020-10-01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8/08/content_5533296.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9/t20200903_796595.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01/content_553894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01/content_5538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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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生产者、经营者： 

⚫ 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履行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 

⚫ 在经营场所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不得拒收其销售农药的包装废弃物。 

⚫ 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 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应当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数

量和去向信息。回收台账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 农药生产者应当改进农药包装，便于清洗和回收。 

农药使用者： 

⚫ 及时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 

⚫ 在施用过程中，配药时应当通过清洗等方式充分利用包装物中的农药，减少残留农药。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全文                                                                             

商务部办公厅 | 商办流通函〔2020〕306 号 | 发布日期 2020-08-28 | 生效日期 2020-08-28 

禁塑限塑阶段性任务 

实施品类 具体任务 实施地区 完成时限 

 

不可降解

塑料袋 

一、商场、超市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

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袋。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

成区。 
2020 年底 

二、规范和限制集贸市场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

城建成区。 
2022 年底 

三、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 

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沿海地区县

城建成区。 
2025 年底 

 

 

一次性塑

料餐具 

一、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吸管。 
全国范围。 2020 年底 

二、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 2020 年底 

三、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 
县城建成区。 2025 年底 

四、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餐具消耗强度下降 30%。 
地级以上城市。 2025 年底 

宾馆、酒

店一次性

塑料用品 

一、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

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全国范围。 

2022 年底 

二、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店、

民宿。 
2025 年底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01/content_5538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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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 | 公告 2020 年第 14 号 | 发布日期 2020-08-28 | 生效日期 2020-09-01 

⚫ 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为原矿销售，或者以外购选矿产品与自产选矿产品混合为选矿产品销售的，

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直接扣减外购原矿或者外购选矿产品的购进金额或者购进数量。 

⚫ 纳税人以外购原矿与自采原矿混合洗选加工为选矿产品销售的，在计算应税产品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时，按照

下列方法进行扣减： 

准予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购进金额（数量）=外购原矿购进金额（数量）×（本地区原矿适用税率÷本地区选矿

产品适用税率） 

不能按照上述方法计算扣减的，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合理方法进行扣减。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4/c515606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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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讯                           回到目录 

广 

东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管事项的公告 

(一) 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停止办理出具建设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验收意见。 

(二)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而后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依托“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进

行监督性检查。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及验收报告等相关信息在管理

信息平台上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提交验收报告、验收意见备案稿。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 2020 年底前需建成的 32 个危险废物处理设施项目，大力推进 2021-2023 年完成的 18 个危险废物处

理设施项目建设任务, 确保 2023 年底前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相较 2019 年新增 370 万吨 

⚫ 各地级以上市要推进危险废物协同处置：①利用钢铁企业的工业窑炉、火电厂锅炉等协同处置危险废

物；②推动产业基地、大型企业集团，根据需要自行配套建设高标准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并向

社会释放设施富余利用处置能力；③适度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建立水泥窑协同处置管理规

范。 

相关链接：2020 年底前需建成的 32 个危险废物处理设施项目及 2021-2023 年完成的 18 个危险废物处理

设施项目清单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涉工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引》的

通知 

分级管控重点针对钢铁和钢 压延加工、建筑陶瓷、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石灰石膏制造、 水泥制造、

平板玻璃、日用玻璃制品、铝压延加工、镍钴冶炼等行业企业。 

根据企业的废气排放技术路线、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况划分为 A、B、C 三级。 

⚫ 对于被认定为 A 级 管控企业可在减免环保税、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法检查、经济 政策制定等方面

依法予以支持。 

⚫ 对于 C 级企业依法加强监管，可作为纳入污染天气应对“限管停”管控对象、每年监督性监测、 双随

机、相关专项行动的重点检查对象。  

⚫ 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对 B 级企业采取相关管控措施。 

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使用、销售、维修、回收

等活动备案管理规范（修订稿）》的通知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87624.html
http://114.251.10.205/#/pub-message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62384.html
http://gdee.gd.gov.cn/attachment/0/398/398848/3062384.pdf
http://gdee.gd.gov.cn/attachment/0/398/398848/3062384.pdf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67521.html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67521.html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64362.html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064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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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和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含氢氯氟烃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的

通知》（环函〔2013〕179 号）的有关规定，凡是涉及生产、销售、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以下简称 ODS），

维修含 ODS 制冷设备、灭火系统，从事 ODS 回收、再生利用和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到生态环境部

门办理配额申请或备案。 

广东省备案范围 

（一）HCFCs 受控用途年使用量在 100 吨以下的使用企业办理年度使用备案，受控用途主要指制冷、泡

沫、工业清洗行业。 

（二）HCFCs 及其混合物年度经销量在 1000 吨以下的销售企业办理年度销售备案；涉及含 HCFCs 混合

物的，按比例折算单种物质及其量进行申报。 

（三）从事 ODS 维修、回收、销毁等经营活动的企业。主要指从事含 ODS 制冷空调设备维修企业、机动

车拆解企业、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拆解回收企业，以及专门从事 ODS 回收、再生利用或销毁企业。 
 

浙 

江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广使用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码的通知 

“安全码”是由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推出的，其功能是实现对特种作业人员、作业活动实施精准管控，主要

解决无证作业、持假证上岗、超期未换证作业、一证多挂等问题。 

（一）领码上岗。特种作业人员领取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码后方可上岗。目前安全码的颜色分为“红黄蓝灰”

4 种，其中黄码和蓝码允许上岗作业，红码、灰码禁止作业。 

（二）亮证作业。对外包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进行扫码，扫码之后由作业单位确认本次的作业项目，平台

会根据安全码的状态验证作业人员是否符合亮证作业要求。 

（三）码上学。在特种作业人员亮码界面，设置“在线学习”入口，特种作业人员可以实现专题学习、考证

在线报名、考证在线学习、学习后模拟考试。 

（四）码上管。企业法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可以管理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本企业特种作业情况。 

（五）码上查。执法检查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实现扫码检查管理，由特种作业人员亮安全码、检查人员扫码，

扫码之后可查看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码状态、证书信息、特种作业记录。 

（六）变码监测。平台会自动监测特种作业人员的证书复审情况、证书到期情况、培训情况、考试情况，作

业情况，当某一项情况发生变动时，安全码的状态会自动发生变化。 

 

广 

州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2020 年修订） 

本次修订除修正相关职能部门名称和权责表述外，个人及单位违规行为处罚罚金的上限较修改前均有提升： 

⚫ 个人未按规定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的收集点或者收集容器内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相比修改前的“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有所

提升。 

⚫ 个人未按规定投放废弃的大件家具或者电器电子产品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相比修改前的“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有所提升。 

⚫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未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交付收集单位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标准的”“由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在市政府电子政务

http://yjt.zj.gov.cn/art/2020/9/8/art_1228991502_56723404.html
http://www.gzszfw.gov.cn/article/document.do?shId=18652&ctg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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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公布处罚结果。”相比修改前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大幅提升。 

⚫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单位，未经同意擅自停业、歇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修改为“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处罚标准大幅提升。 

相似新闻：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http://www.china-xa.gov.cn/zhbd/12114.jhtml
http://www.wangcheng.gov.cn/xxgk_343/gdwxxgk/bmxxgk/qzfgzbmhbmgljg/qszj/fggw_3618/202008/t20200806_8796556.html
http://sthjj.cq.gov.cn/zwgk_249/fdzdgknr/lzyj/qtgw/202008/t20200805_7754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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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标准 

HJ 1134-2020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

制技术规范（试行） 
2020-08-27 2020-08-27 

地方标准 

河北 
DB13/T 5217-

2020 
河道人工湿地设计规范 2020-08-18 2020-09-18 

河北 
DB13/T 5218-

2020  河道绿化设计规范 2020-08-18 2020-09-18 

河北 
DB13/T 5216-

2020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2020-08-18 2021-01-01 

http://www.bzsb.info/searchStandard.do?action=toAdvancedSearchStandard&searchWord=HJ%201134-2020&isForce=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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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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