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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能源、环境、健康及安全时讯 

2021 年第 5 期 总第 14 期 2021 年 9 月-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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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原文                 

国务院 | 国发〔2021〕23 号 | 发布日期：2021-10-26 | 生效日期：2021-10-26 

⚫ 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 

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 重点任务 

（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二）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三）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四）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五）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六）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七）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八）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九）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十）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 各领域目标 

✓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 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 到 2030 年，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 70% 

✓ 到 2030 年，民用运输机场场内车辆装备等力争全面实现电动化 

✓ 到 2030 年，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 

✓ 到 2030 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左右；  

✓ 到 2030 年，废钢铁、废铜、废铝、废铅、废锌、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等 9 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

用量达到 5.1 亿吨 

✓ 到 2030 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 65%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的通知   原文                     

 应急管理部 |  应急〔2021〕83 号 | 发布日期：2021-11-1 | 生效日期：2021-11-1 

⚫ 适用范围：全国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

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企业。 

⚫ 企业标准化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 企业标准化定级实行分级负责。 

⚫ 企业标准化定级按照自评、申请、评审、公示、公告的程序进行。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11/t20211101_4012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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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淘汰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名录》原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 | 2021 年第 25 号 | 发布日期：2021-10-27 | 生效日期：2021-10-27 

⚫ 部分涉及设备 

采用重铬酸盐钝化技术的电解锰工艺设备（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 

竖罐炼锌工艺和设备（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 

钻采工具接头螺纹磷化处理工艺（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 

关于发布《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的公告  》        原文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 公告 2021 年 第 50 号 | 发布日期：2021-10-26 | 生效日期：2021-10-26 

⚫ 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对《名录》中所列物质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凡从事《名录》中所列物质进出

口业务的企业，必须按照《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的规定提出申请，经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批准后，向商务部或受商务部委托的发证机构申领进出口许可证，凭进出口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 

⚫ 原《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第一批）》（环发〔2000〕10 号）、《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

物质名录（第二批）》（环发〔2001〕6 号）、《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第三批）》（环发〔2004〕

25 号）、《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第四批）》（环发〔2006〕25 号）、《中国进出口受控消

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第五批）》（环发〔2009〕161 号）、《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第六批）》

（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2012 年第 78 号）同时废止 

关于发布《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的公告  》              原文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 公告 2021 年 第 44 号 | 发布日期：2021-10-8 | 生效日期：2021-

10-8 

此次修订是为履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规定的义务，原

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0 年第 72 号同时废止。 

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进一步完善《清单》的管理范围：增补新的受控物质。 

⚫ 新纳入 18 种 HFCs，并注明其主要用途和削减义务。 

⚫ 明确“受控物质”的定义，即议定书附件所载单独存在的或存在于混合物之内的物质。除非特别指明，应包

括该类物质的异构体，但不包括制成品内所含此种受控物质或混合物，而包括运输或储存该物质的容器中

的此种物质或混合物。 

二、修正中文化学名称使《清单》和议定书附件所载内容保持一致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原文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 环办固体〔2021〕419 号 | 发布日期：2021-9-7 | 生效日期：2021-9-7 

⚫ 企业应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包括 

1. 生产及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能具有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的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zhlyh/art/2021/art_43f390808b81486d8f885597b487befd.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10/t20211026_957865.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10/t20211011_95608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9/t20210907_901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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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染性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2. 依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文件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需要鉴别的可能具有危

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以及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产生的需要鉴别的固体废物。 

3.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环境监管工作中认为有必要，且有检测数据或工艺描述等相关材料表明可能具有

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4. 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的或历史遗留的等无法追溯责任主体的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5. 其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进行鉴别的固体废物。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 《                          原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 发改环资〔2021〕1298 号 | 发布日期：2021-9-16 | 生效日期：2021-9-16 

⚫ 主要目标 

- 在源头减量方面，商品零售、电子商务、外卖、快递、住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现象大

幅减少，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次包装，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到 1000 万个。 

- 在回收处置方面，塑料废弃物收集转运效率大幅提高；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日左

右，塑料垃圾直接填埋量大幅减少；农膜回收率达到 85% 

⚫ 主要任务 

（一）积极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 

1) 积极推行塑料制品绿色设计：增强塑料制品易回收利用性 

2) 持续推进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减量 

3) 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产品 

（二）加快推进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利用和处置。 

4) 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和清运 

5) 建立完善农村塑料废弃物收运处置体系 

6) 加大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支持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建设，鼓励塑料废弃物同级化、高附加值利用 

7) 提升塑料垃圾无害化处置水平：全面推进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大幅减少塑料垃圾直接填埋量 

（三）大力开展重点区域塑料垃圾清理整治。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109/t20210916_945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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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讯                           回到目录 

上 

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的决定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 责任主体 

⚫ 市商务部门 -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规范和监管行业发展 

⚫ 市发展改革部门 - 负责促进再生资源发展的政策制定，组织实施再生资源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

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示范。 

⚫ 绿化市容部门 - 负责可回收物回收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推进可回收物回收服务

点、中转站和集散场建设。 

2.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规划及相关设施建设活动，应当与环卫设施的规划建设相衔接，实现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清运体系兼容共享。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快解决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 

⚫ 2021 年 10 月底前 

组织企业针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装卸、敞开液面、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废气收集、废气旁路、

治理设施、加油站、非正常工况、产品 VOCs 含量等 10 个关键环节开展排查整治，以石油炼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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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

点。 

⚫ 2022 年 6 月底前 

组织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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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回收设施组织开展一轮检查抽测，其中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全覆盖。 

 

江 

苏 

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2021 年修订） 

本次条例修订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 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 法律责任：设计、建设单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节能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修订前此项的法律责任仅为“由节能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2021 年修订）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1015/9bd077f6c15c4c1eab9e351d8a3baf24.html
https://sthj.sh.gov.cn/hbzhywpt2025/20210924/0fba92470eee451b92759d4e5524bd8a.html
http://www.jsrd.gov.cn/zyfb/sjfg/202110/t20211008_532353.shtml
http://www.jsrd.gov.cn/zyfb/sjfg/202110/t20211008_532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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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条例修订内容主要针对餐厨垃圾的处置：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餐厨废

弃物交由具备条件的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禁止将餐厨废弃物再利用为食

品或者食品原料 

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规定将餐厨废弃物交由具备相

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置。禁止将餐厨废弃物再利用为食品或者

食品原料 

第六十条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将餐厨废弃物交给不具

备条件的单位进行处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未将餐厨废弃物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

单位进行处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 

东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更新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名录的通知 

1. 纳入名录地块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大道南侧 STJ15-02 地块（原番禺水泥厂）、广州广船三期地块、湛江市外加剂

厂地块、珠港新城黄厝围片区 00403 地块、东莞市洪梅镇污水处理中心地块、东莞市塘厦镇行政中心区

A03-01 地块、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广东梅县航海锰化厂地块共 7 个地块。 

2. 移出名录地块 

益海收储地块（原珠江钢铁厂）、韶关市 DH0112 号-C 地块（钛白粉厂“三旧”改造项目）、韶关市化

工厂 B 地块共 3 个地块。 

3. 有关要求 

1. 列入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

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2.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并定期向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3. 移出名录后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地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

告等要求实施后期管理。 

广州市排水条例 

企业责任： 

⚫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行业以及经营机动车清洗和修理、畜禽养殖、垃圾收集处理、洗涤、农

贸市场等项目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配套建设相应的污水预处理设施，并

http://gdee.gd.gov.cn/wryml/wrfz/content/post_3316794.html
http://gdee.gd.gov.cn/wryml/wrfz/content/post_3316794.html
https://www.rd.gz.cn/zyfb/cwhgg/content/post_220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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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疏，保持设施正常运行……未按照要求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未定期清疏或者未保持设施正常运

行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公共排水设施排

放污水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所在地的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当输送至符合要求的污泥独立焚烧处置设施、资源热力电厂、水泥厂、燃煤

电厂等单位进行处置或者采用其他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方式 

  

四 

川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第一批）》的

通知 

⚫ 禁止部分 

在全省范围内依法对列入《目录》禁止部分的危险化学品实施如下禁止性措施： 

（一）禁止此类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含票据经营）和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化学试剂包装及标

志》（GB15346）的试剂在国防、科研领域使用除外。国家有豁免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豁免使用禁止类危险化学品的，以及途径我省运输禁止类危险化学品的，原则上应做到生产单位

到使用单位点对点运输，避免中转装卸和储存造成的安全风险。承运单位应具有危险化学品运输相应资

质并严格按照公安部门指定的区域、路段和时段配送。 

（三）禁止个人购买、销售、储存、使用此类危险化学品。 

⚫ 限制部分 

在全省范围内依法对列入《目录》限制部分的危险化学品实施如下限制性措施： 

（一）除化工园区内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以及不提高限制类危险化学品既有产能、储量的隐患治理

项目外，限制审批以生产限制类危险化学品为产品或中间产品的危险化学品新、改、扩建项目。 

（二）使用限制类危险化学品的精细化工（含医药化工）建设项目，若构成重大危险源或涉及重点监管

危险化工工艺，应满足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关要求。 

⚫ 控制部分 

根据危险化学品风险特征，在全省范围内依法对列入《目录》控制部分的危险化学品针对性实施特别控

制措施。 
  

  

https://yjt.sc.gov.cn/scyjt/gongzuotongzhi/2021/10/29/bc57eab886964c4aba335e260a0699b3.shtml
https://yjt.sc.gov.cn/scyjt/gongzuotongzhi/2021/10/29/bc57eab886964c4aba335e260a0699b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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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湖南省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办法(试行） 

⚫ 定义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危险废物，是指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明的，各类型实验室在生产、研究、开

发、教学、检测（监测）、污染防治等活动中产生的全部危险废物以及由实验室申报废弃的危险化学品。 

⚫ 日常管理操作细则 

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必须按照下列规定，妥善管理危险废物，并最终将其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处理，防治环境污染：         

1. 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于每年年底前完成有关信息资料备案。 

2. 及时收集实验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贮存。  

3. 应规范设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危险废物暂存点(或容器)。  

4. 及时将危险废物交由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集中收集处理。 

5. 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湖南省节能监察办法 

⚫ 用能单位责任：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加强节能管理，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推动节能

技术改造，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

岗位节能培训 

⚫ 节能监察分为线上监察、书面监察和现场监察： 

⚫ 节能监察主要包括内容 

(一)建立和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计划、节能管理和技术措施，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的情况; 

(二)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的情况，包括节能评估和审查实施、节能审查意见落实等; 

(三)执行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的情况; 

(四)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五)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和报告制度的情况; 

(六)执行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的情况; 

(七)公共机构采购和使用节能产品、设备，实施能源消耗定额，以及开展能源审计等制度的情况; 

(八)执行用能产品能源效率标识制度的情况; 

(九)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贯彻节能要求、提供信息真实性的情况; 

(十)节能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实施节能监察的事项。 

http://sthjt.hunan.gov.cn/sthjt/xxgk/zcfg/gfxwj/202110/t20211012_20751331.html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fggz/flgzst/202109/t20210916_20592555.html


 

 

 

                                             
 

www.anewglob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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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40824-2021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在电子电气产品

领域应用指南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718-2021 绿色产品评价 轮胎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663-2021 电工电子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南 2021-10-11 2022-05-01 

GB/T 22158-2021 核电厂防火设计规范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620-2021 核动力厂火灾危害性分析指南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662-2021 废铅蓄电池再生处理技术规范 2021-10-11 2022-05-01 

GB/T 18910.101-2021 
液晶显示器件 第 10-1 部分：环境、耐久

性和机械试验方法 机械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575-2021 工业机器人能效评估导则 2021-10-11 2022-05-01 

GB/T 40682-2021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安全 IACS 服务提

供商的安全程序要求 
2021-10-11 2022-05-01 

行业标准 

HJ 131-20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2021-09-01 2021-12-01 

CY/T 250—2021 绿色印刷 转移接装纸印制过程控制要求 2021-09-22 2021-11-01 

HJ 1198-2021 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 2021-10-17 2021-12-01 

地方标准 

河南 DB41/T 2192-2021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费量核算和报告通则 2021-10-19 2022-01-18 

河南 DB41/T 2191-2021 燃油（气）工业锅炉安全运行规范 2021-10-19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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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DB41/T 2190-2021 
石油石化阀门挥发性有机物微泄漏防控措

施 
2021-10-19 2022-01-18 

安徽 DB34/T 4020.1-2021 
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 

第 1 部分：数据采集规则 
2021-09-03 2021-10-03 

安徽 DB34/T 4020.2-2021 
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 

第 2 部分：监控分级标准 
2021-09-03 2021-10-03 

安徽 DB34/T 4020.3-2021  
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控监测信息系统 

第 3 部分：数据处理规则 
2021-09-03 2021-10-03 

安徽 DB34/T 4019-2021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指南 2021-09-03 2021-10-03 

北京 DB11/T 1156-2021 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技术通则 2021-09-24 2022-01-01 

北京 DB11/T 1280-202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导则  2021-09-24 202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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