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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current as of December 2018. 
The next issue of the China Update will be 
published in March 2019.

  
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次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防治土壤

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

称《土壤污染防治法》)共七章九十九条，在

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分类管

理、污染担责、公众参与原则的基础上，明确

了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监测、土壤污染预

防、保护、风险管控和修复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和规则。

新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务院统

一领导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农村、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每十年

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同时，国家实行土壤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规范，会同

国务院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水利、卫生健康、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组织监

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站（点）

的设置。

此外，《土壤污染防治法》还规定实施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活动，应当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主要包括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     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规

定》(GB 9132-2018),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2.3-2018), 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169-2018), 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964-2018),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

《河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8年9月1日起

施行。

块基本信息、污染物含量是否超过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等内容。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还应

当包括污染类型、污染来源以及地下水是否受

到污染等内容。

对于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各类行为，最

高将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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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06年2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

〕28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首次对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

修订出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以下简称《公参办法》）共34条，不再分章

节。《公参办法》主要针对建设项目环评公

参相关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更加明确的规

定了建设单位主体责任，由其对公参组织实

施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依照《环境保护

法》的规定，将听取意见的公众范围明确为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优先保障受影响公众参与的权力，并鼓

励建设单位听取范围外公众的意见，保障更

广泛公众的参与权力；进一步将信息公开的

方式细化为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等三种方

式；明确了公众意见的作用，优化了公众意

见调查方式，建立健全了公众意见采纳或不

采纳反馈方式，针对弄虚作假提出了惩戒措

施，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全面

优化了参与程序细节，实施分类公参，不断

提高效率；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评行政许

可的公众参与进行了明确等。

通过修订，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环评公参，

解决公众参与主体不清、范围和定位不明、

流于形式、弄虚作假、违法成本低、有效性

受到质疑等突出问题，增强其可操作性和有

效性。

《公参办法》对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相关规

定未作原则性调整，主要是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执

行。

  
大气环境》 
（HJ2.2-2018） 
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导则参考国际先进的大气质量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以及我国相关环境质量标

准、技术导则规范进行优化和调整，改进了

评价等级判定方法、简化了环境空气质量现

状监测内容和三级评价项目的评价内容，对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模型、参数、计算方法和

评价内容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系统和规范

的规定，增加了达标区和不达标区的环境影

响评价要求，改进了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确

定方法，大大提高了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将对建设项目和规划项目

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起到更好的指导作

用。

修订后的导则同时结合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推

广实施，规范了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及结

论，满足排污许可证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有效衔接的管理要求。

  
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安 
全规定》 
(GB 9132-2018)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防治放射性废物污染，

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低、中水平放射性

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规定》为国家放射

性污染防治标准，并由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该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

起，《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地层

处置规定》（GB 9132-1988），《放射性废

物近地表处置的废物接收准则》（GB 16933-

1997）废止。

   
地表水环境》 
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以下简称 

《地表水导则》）， 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导则是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修订后的《地表

水导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贯彻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理念。引入

了安全余量概念，提出了水污染源排放量的

核算要求，建设项目水污染治理措施（设

施）的选择应与区域水环境质量现状挂钩。

二是提高导则规范性、科学性和操作性。规

范了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内容和评价结论，

引入先进的水质预测模型，提高影响预测的

针对性，细化了环境保护措施与监测计划要

求。

三是简化评价程序，提高效率，突出重点。

优化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范围的确定原则，

提出尽可能利用现有水文、水环境监测数

据，简化间接排放建设项目的调查和评价内

容，减少了此类项目工作量，同时强化了废

水直接排放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要求。

修订导则于2018年9月30日发布，考虑到落实

导则要求需要过渡时间，修订导则自2019年3

月1日起实施。 

  
壤环境（试行）》 
（HJ964-2018） 
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保护土壤

环境质量，管控土壤污染风险，现批准《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为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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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导则》 
  
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范环境

风险评价工作，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一般

性原则、内容、程序和方法。

本标准是对《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

则》(HJ/T 169—2004)的修订。主要修订内

容有：

—调整了适用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导则重

构体系衔接；

—调整、补充规范了相关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风险潜势初判，改进了评价工作等

级划分方法；

—规范了风险识别和源项分析的内容和方

法；

—优化调整了大气、地表水风险预测与评价

内容；

—增加了地下水风险预测与评价的技术要

求；

—调整、细化了风险防范措施内容；

—增加了评价结论与建议章节；

—补充、完善了附录，增加了附图、附表的

编制要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废止。

本轮工作的重点是：一是在工作重心上，以

产业和交通领域为重点，统筹能源、建设、

生活和农业领域，全面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二是在重点措施上，实施能源和煤炭总

量双控，加快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结构调

整，优化交通运输体系，建立挥发性有机物

总量控制制度；三是在控制指标上，以细颗

粒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为治理重

点，兼顾臭氧污染控制，推进各项大气污染

物的协同控制和减排。总体要求力度更大、

措施更实。

新一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共梳理主要措施131

项，其中：六大领域治理措施88项，保障措

施4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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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s of major EHS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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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本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0年，PM2.5年均浓度力争达到37微克/立

方米以下；空气质量优良率（AQI）力争达

到80%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到2022

年，PM2.5年均浓度力争达到35微克/立方米

以下，AQI进一步提升。

本轮工作的特点是：一是更加突出PM2.5和

臭氧污染的协同控制；二是更加突出源头防

治，强化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

调整；三是更加突出精细化管理。

  
办法》 
2018年9月1日起施行
《河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的实施将进一

步加强我省水资源保护，严控地下水开采，

规范取水审批程序，打击违法违规取水行

为，对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

《河北省取水许可管理

（HJ169-2018）

（2018-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