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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规

环保动态

环保要闻

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
来靖调研
希望靖江将电镀集中区打造成样板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肖志强 孙菁）近
日，江苏省环保厅下发《关于同意靖江市
试点实行环保信用“黑名单”制度的函》，
同意我市在全省率先试点环保信用“黑
名单”制度。我市将按照国家和省文件
要求，开展环保信用“黑名单”制度研究，
制定环保信用“黑名单”公示及管理暂行
办法，建立靖江市环保信用“黑名单”制
度及信用管理系统，为全省环保系统开
展“黑名单”信用管理制度提供借鉴经
验。

据悉，推进环保信用评价，加强事中
事后环境监管，是深化环保制度改革的重
要内容。日前省环保厅正在起草《关于运
用信用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环境监管的通
知》，明确运用信用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环
境监管的法定依据、对象、范围、方式，落
实主要监管对象的日常监管责任主体。

链接：日前，贵州省发布了全国首个
环保黑名单信用管理办法，规定了环保黑
名单的范围，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出台了多项惩戒措施,
并将信息推送至省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和
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相
关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在政府采购、工程
招投标以及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和政府公
共服务项目中，涉及信贷、担保、融资等金
融活动中,申请办理资质评定、项目审批、
用地审批、申报、升级、验证、免检(审)、出
口货物退(免)税等事项中,以及授予荣誉称
号、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等工作中,依
法采取限制措施。

本报讯 （记者夏国耀）1 月
20 日，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一行
来靖，就我市电镀集中区运营情
况进行调研。市长赵叶陪同调
研。

近年来，我市加快电镀集中
区建设，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
作。2015 年，我市召开电镀集中
区废水处理提标升级研讨会，为
电镀集中区废水提标改造、企业
清洁生产等把脉问诊，努力将
电镀集中区打造成全省乃至全
国一流的示范园区。目前，集
中区累计投资 2.8 亿元，32 家整
治企业全部搬迁入园、进场施
工，60 条生产线安装完成具备
生产条件，54 条生产线投入试
运行。

陈蒙蒙一行来到位于开发区
总部的电镀集中区调研。他首先
实地走访了天一表面处理等入驻
电镀集中区的企业生产车间，详
细了解电镀企业在环保、节能降
耗以及废水处理等方面情况。在
废水处理中心，陈蒙蒙参观了污
水总排口、应急事故池、废水管
路，现场了解了含铬废水、含镍废

水、含氰废水、综合废水、有机废
水等多种废水处理工艺。在危险
废物临时堆放点，陈蒙蒙仔细询
问观看了平面布置、地面防腐防
渗、废气排放等重要环节。

陈蒙蒙对我市电镀集中区
的设施投入以及环保管理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电镀
集中区入驻企业安全环保管理
制度组织有序、严格到位，废水

废物处理工艺一流、运作规范。
他希望，电镀集中区要继续抓好
环保治理工作，树立起电镀生产
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样板工
程。

本月起我市开展危险
废物专项整治行动
排查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本报讯 （通讯员朱锦清）为全面排查
我市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加强危险废物环
境监管。1月至4月，我市将对全市5类企
业展开全面排查，并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为加大涉及危险废物企业日
常环境监管力度，形成危险废物环境监
管长效机制，有效遏制危险废物环境污
染事件。1 月起，我市将对 5 大类企业展
开全面排查，包括对产废量较大的企业；
国家级重点源、省级重点源和市级重点
源；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及曾从事过危
险废物处置利用活动的企业；对未批先
建、久拖不验或验收时存在危险废物整
治事项的建设项目；对已关闭或长期停
产的工业企业，重点是化工企业、涉重企
业及产废量大的其他相关企业；对信访
举报中涉及危险废物转移或处置利用不
规范的企业。排查内容主要有 6项，包括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实际产生种类和数量
与环评的相符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情况，特别
是次生危废和再生产品等实际流向是否
存在与审批要求不一致等问题；对危废
重点监管源和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管情
况，是否存在整改要求未落实或违法行
为未查处、危废乱堆乱放及自建处置利
用不规范等问题；相关企业遗留危险废
物的贮存和安全处置要求是否存在未落
实到位等问题；对涉及危险废物信访举
报调查处理情况，是否存在对举报事项
未核实清楚、违法行为未查处到位、提出
的整改措施未执行到位等问题；各工业
园区、重点工矿企业废弃河道、厂房、坑
塘等可能存在违法违规堆存、填埋危险
废物等情况。

至3月底，对排查出的问题，我市将制
定专项整治方案，全面落实整治要求，完
成有关问题的整改；对排查出的企业危险
废物不规范处置等问题，将限期整改；对
违法行为将从重从严从快严厉处罚，处罚
到位；对于整改后仍无法落实危险废物安
全处置利用措施的，将停产整治；对危险
废物非法处置或去向不明涉嫌犯罪的，将
一律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对整治工作中
发现的环境管理问题，将列出问题清单，
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部门和整改期
限，逐一销号。

我市在全省试点实行
环保信用“黑名单”制度

自2016年1月1日起，一批新
的环保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开始
实施，你准备好了吗？

新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5 年 8 月 29 日，经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
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
染防治法》)正式发布，并于 2016
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条
款增加了一倍多，不仅适应新的
环境形势增加了对燃煤、机动
车、船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
污染源的管理内容，而且进一步
明确了部门分工，充分体现了社
会各界对清洁空气负有的责任
和义务。

新法中具体的处罚行为和种
类接近 90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
是新大气法中取消了原先对造成
大气污染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封顶限
额，并实行“双罚制”，对造成一般
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
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 1
倍以上 3 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
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
的，按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
的 3 倍以上 5 倍以下计罚，“上不
封顶”。此外，造成大气污染事故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
从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入50%
以下的罚款。

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
和节能改造工作

对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燃煤
发电机组，按照《关于实行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835

号)要求，给予电价补贴。2016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
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每千瓦
时加价 1分钱；2016年 1月 1日后
并网运行的新建机组，对其统购
上网电量每千瓦时加价 0.5 分
钱。规定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执
行。

环境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行为将受处罚

环保部 2015年 12月 29日印
发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判定及处理办法》也于 2016年
1月1日起实施。

办法指出，对于党政领导干
部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由
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
出建议，移送有关任免机关或监
察机关依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而社会环
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
备维护、运营的机构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或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
由负责调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将该机构和涉及弄虚作假行为的
人员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报上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禁止其参
与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或政府
委托项目。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新标准施行

环保部 2015年 12月 28日公
布《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
准》，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这有利于规范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的建设和运行。本标准
首次发布于 2006年，本次为第一
次修订。

本次修订增加了可选指标，取
消了基本条件；同时将《综合类生

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
（HJ/T273-2006）和《静脉产业类生
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HJ/
T275-2006）合并为此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
评价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管理办法 (试行)》已于 2015 年 4
月 2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审
议通过，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下列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产
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情形的，应当开展环境影响后
评价：(一)水利、水电、采掘、港口、
铁路行业中实际环境影响程度和
范围较大，且主要环境影响在项
目建成运行一定时期后逐步显现
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行业中穿
越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
目；(二)冶金、石化和化工行业中
有重大环境风险，建设地点敏感，
且持续排放重金属或者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三)审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认为应当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的其他建设项目。

江苏大幅提高排污费
征收标准最高涨幅三倍

酝酿已久的江苏排污费标准
调整方案日前出台。自 2016年 1
月 1 日起，江苏省分两个阶段大
幅上调废气、废水排污费征收标
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16 年
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将废
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等污染因子排污费征收标准由每
污染当量 1.2 元调整为 3.6 元；将
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和 5 项
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铬、镉、类

金属砷)排污费征收标准由每污
染当量 1.4 元(太湖流域)和 0.9 元
(非太湖流域)统一调整为每污染
当量4.2元。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
体系出炉

为了提升全国危险废物环境
管理水平，在“十三五”期间，环境
保护部将继续参照《“十二五”全
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工作方案》开展全国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环保部组织修订了《危
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于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在《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中，含
有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规范化
管理指标和危险废物(含医疗废
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两
项内容。

第四阶段燃油消耗标准

现阶段最严苛的第四阶段燃
油消耗标准于 2016年 1月 1日起
实施。

按照国家要求，到 2020 年，
车企燃油限值要从 2015 年的
6.9L/百公里降至 5.0L/百公里，年
均降幅达 6.2%左右。第三方智
库机构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近日
发布的《2015 中国乘用车燃料消
耗量发展年度报告》显示，要实现
上述目标，在车型方面，单车限值
较此前加严了 20%，而目标值也
对应降低了 30%~40%，这意味着
目前 1/4 新车车型若不进行技术
升级将面临淘汰。

一大波环保新规施行，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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