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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6月4日发布。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5年8月12日
发生。

2015年6月4日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6月5日
起施行。

《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6月4日
发布。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2015年9月1日起施
行。
《制浆造纸企业环境守法导则》，2015年5月29
日发布。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2015年10月
1日起施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关于废止和修改劳
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十部规章的决
定》，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六项标
准，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五项标
准，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规
定》，2015年4月30日发布
《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15年10月1日起
施行。

公报指出，201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领
域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迈出新步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
度任务顺利完成，环境保护优化发展的综
合作用继续显现，环境法制建设、执法监
管和环境风险管理更加有力，生态环境保
护稳步推进，核与辐射安全可控。
公报显示，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
的161个城市中，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
均值达标，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
国有470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
测，酸雨城市比例为29.8%，酸雨频率平均
为17.4%。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均高于
夜间。

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
(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
(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Ⅱ、
Ⅲ、Ⅳ、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3.4%、30.4%、29.3%、20.9%、6.8、9.2%，
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
生化需氧量。

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
内，环境电磁综合场强低于国家规定的相
应限值。

全国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
声环境质量总体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各类

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
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729个，总面积约14699

全国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41.7%，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
生态安全屏障。

万公顷。其中陆域面积14243万公顷，占全
国陆地面积的14.84%。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28个，面积约9652万公顷。
《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由环境保护
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林
业局、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国家能
源局和国家海洋局等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完
成，是反映中国2014年环境状况的公开年
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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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企业环境守法
导则》
2015年5月29日发布
《制浆造纸企业环境守法导则》，2015年
5月29日发布。
为提高制浆造纸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的能力和水平，使制浆造纸企业从立项建
设到日常管理，都能主动遵守环保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同时，维护制浆造纸企业合法
权益，充分发挥其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
制与机制建设，持续改进环境行为，降低
环境违法风险，实现企业知法、懂法和守
法，提高制浆造纸行业的污染防治水平和
环境管理能力，服务制浆造纸行业科学发
展，特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主要包括制浆造纸企业环境守法
工作的术语和定义、守法依据、基本环境
法律权利和义务、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
条件、建设项目环境守法、污染防治及环
境应急管理、环境管理制度、企业内部管
理措施、主要环境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等方
面的内容。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
炸事故》
2015年8月12日发生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
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
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
生爆炸，发生爆炸的是集装箱内的易燃
易爆物品。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2015年8月12日23时34
分6秒，近震震级ML约2.3级，相当于3吨
TNT；第二次爆炸发生在30秒钟后，近震
震级ML约2.9级，相当于21吨TNT。

截至2015年9月2日下午3时，天津港爆炸
事故共发现遇难者160人，全部确认身
份，其中公安消防员23人、天津港消防员
73人、民警11人、其他人员53人；失联13
人，其中公安消防员1人、天津港消防员
7人、其他人员5人；住院治疗302人，其
中危重4人、重症10人，累计出院496人。
爆炸事故的最核心区域被炸出一个水
坑。初步测量这个水坑直径约为60米，
深度达六七米。经过现场取样检测，氰化
物超标平均40多倍，浓度最高处超标甚
至达800多倍。
据报道，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货场内共存
有3000吨左右危险品，除了已知的700吨

氰化钠外，尚有硝酸铵800吨、硝酸钾500
吨，以及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
钛、甲酸、乙酸、氢碘酸、甲基磺酸、电
石等多种化学品。
2015年8月18日，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和《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国务院天津
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
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已成立并全面开展
调查工作。调查组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
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参加，并聘请有关专
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派
员参加调查组。

本导则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新、改、扩建及
现有的制浆造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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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
办法》
2015年6月5日起施行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6月5
日起施行。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将进一
步明确环保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在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定位，
从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
后恢复等4个环节构建全过程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管理体系，规范工作内容，理顺
工作机制，并根据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
特点和需求，设置了信息公
《办法》共8章40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适用范围和管
理体制。
第二章风险控制。一是规定了企业事业
单位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风险防控
措施以及隐患排查治理的要求。二是规
定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区域环境风险评
估以及对环境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的监
督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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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应急准备。一是规定了企业事业
单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急预案的管
理要求。二是规定了环境污染预警机
制、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系统、应急
值守制度等。三是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
环境应急培训、环境应急队伍、能力建
设以及环境应急物资保障。
第四章应急处置。主要明确了企业事业
单位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响应职责。
一是规定了企业的先期处置和协助处置
责任。二是规定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
应急响应时的信息报告、跨区域通报、
排查污染源、应急监测、提出处置建议
等职责。三是规定了应急终止的条件。
第五章事后恢复。规定了总结及持续改
进、损害评估、事后调查、恢复计划等
职责。
第六章信息公开。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
相关信息公开、应急状态时信息发布、
环保部门相关信息公开。
第七章法律责任。规定了污染责任人法
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主要明确《办法》的解释
权和实施日期。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办法》
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5年9月1
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了公众对污染环境和破坏
生态行为的举报途径，同时还要求接受举
报的环保部门，要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及时调查情况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
人，并鼓励设立有奖举报专项资金。
《办法》正是以《环境保护法》为立法
依据，并吸收了《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等
有关规定，借鉴了部分地方省市已经出
台的有关法规、规章，旨在强调依法、

有序、自愿、便利的公众参与的原则，
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加强环境社会治
理有机结合，努力满足公众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办法》明确提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
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
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
环保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
以通过项目资助、购买服务等方式，
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形成治理
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办法》指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
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
态行为的，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12369”环保举报热线、政府网站
等途径，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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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
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十
部规章的决定》
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
试点办法》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自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VOCs的治理因成分复杂等原因，相对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治理显得滞后，如今
VOCs排污费试点将开启，有望带动VOCs治
理千亿级的市场。
VOCs，是指特定条件下具有挥发性的有机
化合物的统称。具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
物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烷烃、烯烃、
炔烃、芳香烃）、含氧有机化合物
(醛、酮、醇、醚等）、卤代烃、含氮化合
物、含硫化合物等。
6月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联
合印发了《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
办法》，试点行业为石油化工行业和包装
印刷行业，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
施行。
VOCs是PM2.5形成的重要前体物，具有生
理毒性，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危害巨大，其
排放的重点行业涉及包装、印刷、石化、
人造革、涂装等多个行业，此次排污费试
点的为石油化工行业和包装印刷行业。
此次试点的两个行业具有典型的行业代
表，石油化工行业是VOCs排放重户，相对
来说量不容易核算；包装印刷行业相对来
说比较单一，容易进行核算。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关于废止和修
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十部
规章的决定》，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为贯彻实施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维护法制统一，推进依法
治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涉
及劳动防护用品、矿山救护队资质、安
全培训、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食品生
产企业、中介服务组织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等方面的部门规章进行了清理。经过清
理，决定：
一、对2部规章予以废止
(一)废止《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
定》(2005年7月22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
管理总局令第1号发布)。
(二)废止《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管理规
定》(2005年8月2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2号发布)。
二、对8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此外，对相关部门规章的条文顺序和个
别文字表述作了相应调整。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等六项标准
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2015）；
三、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2015）；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
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
健康，现批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等六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并由我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联合发布。

四、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燃油式火化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801-2009）自2015年7月1日起
废止。

一、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

五、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31574-2015）；
六、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801-2015）。
以上标准自2015年7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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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五项标准
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环保部门新发布了五项大气污染
物排放地方标准，涉及火葬场、锅炉、
炼油与石油化工、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
领域。
本次新发布的五项大气污染物排放地
方标准包括《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炼油与石油化工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五项标准均将于今年7月1日开始
实施。
修订并实施《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是北京市2013年至2017年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2015年重点任务之一，该排放标
准为第二次修订，主要目的是加严氮氧化
物排放控制。今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
准中第一阶段的排放限值，即新建锅炉
排放限值由现行的150毫克/立方米收严
到80毫克/立方米；2017年4月1日起新建
锅炉实施第二阶段排放限值，即氮氧化
物排放进一步收严到30毫克/立方米。
同时，该标准对在用锅炉也收严了限
值。2017年4月1日起，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内的在用锅炉将执行80毫克/立方米的
排放限值。由于此标准不区分燃煤锅炉和
燃气锅炉，所以对燃煤锅炉来说，新标准
将更加严格，这也有利于促进燃煤锅炉的
升级改造。预计到2020年，因执行新标
准，每年可削减氮氧化物排放约3万吨，
相当于2013年工业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的70%。
新标准首次提出了限制原辅材料中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的指标，以及工艺措施和管
理要求，从源头上综合控制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炼油与石油化工的相关排放标准
是第一次修订，预计新标准执行后，可减

少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50%、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10%。
市环保局科技标准处处长阎育梅表示，
五项新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北京市现行有效
的地方环保标准已达55项，其中37项为排
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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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规定》
2015年4月30日发布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4月30日印发了新版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市
环境保护局、市环境保护局两江新区分
局和各区县（自治县）、经开区环境保护
局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
限，《规定》印发后即行实施。《重庆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
录（2015年本）》（以下简称《目录》）
与《规定》一同印发。
根据《规定》，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审批以
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是市人民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或备
案，且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二是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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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人民政府、经开区管委会投资
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或备案，但可
能对区域或流域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项
目；三是环境保护部要求省级环境保护部
门审批的火电站、热电站、炼铁炼钢、有
色冶炼、国家高速公路、汽车、大型主题
公园等项目。
《目录》涵盖了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
输、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原材料、城建
社会事业、核与辐射等各类建设项目。
根据《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依照《目录》执行，《目录》以外已由
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但尚未进入试生产阶段的建设项目，移交
项目所在地区县（自治县）、经开区环境
保护局办理“三同时”和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手续。

《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
例》

解水质的实际情况。

《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15年10月
1日起施行。

《条例》要求开采矿产资源和建设地下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法的要求，对水环境作出全面充分评
价，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防治工程措
施、非工程措施。

《条例》对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提出了
划定保护区进行保护的要求。市、区县
(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环境
保护等部门提出饮用水水源地名录，报同
级人民政府核准并向社会公布。

特别是对于导致水利工程原有功能丧失
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恢复原有功
能或者修建与原工程效益相当的替代工
程，无法恢复原有功能或者修建替代工程
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补偿。

在水资源监测方面，《条例》规定水利、
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依照职责分工，建立水资源、水环境监测
体系，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让公众了

在《条例》立法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除
了明确行政部门的职责外，还重点对行政
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规范。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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