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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能源、环境、健康及安全时讯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13 期 2021 年 7 月-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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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原文 

应急管理部 | 应急管理部令第 6 号 | 发布日期：2021-07-25 | 生效日期：2021-09-01 

⚫ 适用范围：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企业 

⚫ 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包括： 

1. 粉尘爆炸风险编制评估和管控； 

2. 粉尘爆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3. 粉尘作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4. 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5. 粉尘清理和处置； 

6. 除尘系统和相关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及检修、维修管理； 

7. 粉尘爆炸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 

相关链接：《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18） 

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         原文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 环办环评函〔2021〕346 号 | 发布日期：2021-07-27 | 生效日期：2021-07-27 

⚫ 试点地区和行业： 

试点地区 试点行业 

河北省 钢铁 

吉林省 电力、化工 

浙江省 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 

山东省 钢铁、化工 

广东省 石化 

重庆市 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 

陕西省 煤化工 

⚫ 试点项目：原则上选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 时间节点 

2021 年 12 月底前： 

✓ 发布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文件 

✓ 制定建设项目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规范 

✓ 建立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机制 

2022 年 6 月底前 

✓ 摸清重点行业碳排放水平和减排潜力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8/t20210802_394411.shtml
http://www.gb688.cn/bzgk/gb/newGbInfo?hcno=FAAB87ED78F8CA2A1EF4D75F731602A3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7/t20210727_851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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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建设项目污染物和碳排放协同管控评价技术方法 

✓ 打通污染源与碳排放管理统筹融合路径，从源头实现减污降碳协同作用 

相关链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石化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               原文 

生态环境部 | 环大气〔2021〕65 号 | 发布日期：2021-08-04 | 生效日期：2021-08-04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于 2021 年 10 月底前、其他地区于 12 月底前，组织企业自行完成突出问题排查工作。 

✓ 重点行业：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合成树脂等石化行业，有机化工、煤化工、焦化（含兰炭）、制药、农药、涂

料、油墨、胶粘剂等化工行业，涉及工业涂装的汽车、家具、零部件、钢结构、彩涂板等行业，包装印刷行业以

及油品储运销 

✓ 重点领域：VOCs 废气收集情况、排放浓度、治理设施去除效率、LDAR 数据质量以及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

设施，其中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全覆盖 

重点区域 2022 年 6 月底前基本完成整治，其他区域 2022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 

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耗水、高

耗能项目的通知                                               原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 | 发改办产业〔2021〕635 号 | 发布日期：2021-08-16 | 生效日期：2021-08-16 

沿黄重点地区范围：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主要措施： 

✓ 梳理规范相关工业园区并逐一建档备查：2021 年 10 月底之前 

✓ 全面清理规范拟建工业项目：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 

✓ 严控新上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已备案未开工的一律重新评估）：2021 年 12 月底前全部完成 

✓ 强化在建项目日常监管 

✓ 加强已建成项目监管 

✓ 稳妥推进园区外工业项目入园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450729.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8/t20210805_854161.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21/content_5632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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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讯                           回到目录 

广 

东 

广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VOCs） 重点行业治理指引 

为统一行业 VOCs 治理要求和评判标准，强化 VOCs 治理的针对性、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相关科研单位编制

了 12 个 VOCs 排放重点行业的 VOCs 行业治理指引，指导企业查漏补缺，整改提升。 

⚫ 治理指引共涉及炼油与石化、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合成纤维、印刷、人造板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

制药、表面涂装、制鞋、家具制造、电子元件制造、纺织印染共 12 个 VOCs 排放重点行业，按照源头

削减、过程控制、特别控制要求、末端治理、环境管理和其他 6 个实施环节，分类逐条规定了各项治理

任务要求 

⚫ 每条治理任务要求依据是否具有“强制性”划分为“要求”与“推荐”两类。 

⚫ 企业可对照治理指引要求，开展 VOCs 治理符合性排查分析，并通过编制 VOCs 深度治理手册，查漏

补缺，实施提升整改 

广东省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办法 

根据所属行业分类、生产经营规模、安全风险等级、生产安全事故等情况，将生产经营单位划分为重点生

产经营单位和一般生产经营单位 

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包括： 

⚫ 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 已超期且仍未完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 

⚫ 上年度发生亡人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上年度被纳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

生产经营单位 

⚫ 省、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部门确定的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和其他应当纳入的重点生产经营单位

等 

重点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执法检查 

一般生产经营单位→每三年至少开展一次执法检查 
 

江 

苏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 

排污单位使用吸附法治理挥发性有机物废物的，应： 

⚫ 在排污许可证申领填报系统固体废弃物污染物排放信息-申请排放信息模块中，“固体废物排放信息表”

中“其他信息”对应废活性炭填报处填报活性炭更换周期，并在附件中上传废气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

设计方案 

⚫ 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对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

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妥善保存。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http://gdee.gd.gov.cn/shbtwj/content/post_3349256.html
http://www.gd.gov.cn/gdywdt/bmdt/content/post_3497262.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7/19/art_57021_9891698.html


 

 

 

                                             
 

www.anewgloble.net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 

⚫ 在填报执行报告年报时，应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信息模块，“废气污染治

理设施正常运转情况表”涉及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的信息填报中，填报设施运行时间、运行费用、去

除效率和废活性炭产生量等信息。 

  

上 

海 

上海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方案（2021-2023 年） 

⚫ 名单管理： 

13 个重点行业（能源、冶金、焦化、建材、有色、化工、印染、造纸、原料药、电镀、农副食品加工、

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结合本市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名单和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对符合“双超”、

“双有”条件的排污单位经梳理后确定为本市重点行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 

⚫ 园区试点： 

− 上海化工区开展园区清洁生产水平整体评价 

− 临港万祥产业园分类分级、园区集成的审核新模式 

⚫ 技术支撑 

− 编制《强制性清洁生产简化审核指南（试行）》 

− 编制《上海市强制性清洁生产示范案例汇编》 

− 评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标杆企业 

− 开展管理部门、专家、审核师清洁生产能力培训 

− 开展清洁生产宣贯和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交流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10727/d07b541b8d354c27843d7e363c851e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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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标准                               回到目录 

标准号 标准名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国家标准 

GB 6095-2021 坠落防护 安全带 2021-08-10 2022-09-01 

GB/T 29329-2021 废弃化学品术语 2021-08-20 2022-03-01 

GB/T 32125-2021 工业废盐酸的处理处置规范 2021-08-20 2022-03-01 

GB/T 40378-2021 化学实验室废水处理装置技术规范 2021-08-20 2022-03-01 

GB/T 40484-2021 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 2021-08-20 2022-03-01 

GB/T 40514-2021 电除尘器 2021-08-20 2022-03-01 

行业标准 

HJ 1186—2021 
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试行） 
2021-08-07 2022-01-01 

HJ 1185-2021 
区域性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统计技术导则（试

行） 
2021-07-06 2021-08-01 

地方标准 

北京 DB11/T 1005-2021 公共建筑室内温度节能监测标准 2021-06-21 2021-10-01 

河南 DB41/T 2148-2021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实施规范 2021-07-06 2021-10-05 

河南 DB41/T 2149-2021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规范 2021-07-06 2021-10-05 

河南 DB41/T 727-2021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应检部位确定 2021-07-06 2021-10-05 

河南 DB41/T 2159-2021 雷电防护装置维护管理规范 2021-07-06 2021-10-05 

河北 DB13/T 5395-2021 钢铁行业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2021-07-28 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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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DB13/T 5412-2021 杂物电梯维护保养年度自行检查规范 2021-07-28 2021-08-28 

河北 DB13/T 5411-2021 液压电梯维护保养年度自检规范 2021-07-28 2021-08-28 

河北 DB13/T 5410-202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人员技术能力保持规

范 
2021-07-28 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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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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