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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
例》，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
（试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1月17日
发布。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
》‘2018年1月24日发布并施行。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
（HJ2300-2018），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放射性废物分类》，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2017年6月9日发布。
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湖北省《关于大气污染
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
定》，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
《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年12月1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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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于保护和
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保障环境保护税
法顺利实施，有必要制定实施条例，细化征税
对象、计税依据、税收减免、征收管理的有关
规定，进一步明确界限、增强可操作性。
《条例》对《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中其他
固体废物具体范围的确定机制、城乡污水集中
处理场所的范围、固体废物排放量的计算、
减征环境保护税的条件和标准，以及税务机
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等做了明
确规定。
《条例》明确，2003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的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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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
技术规定》（试行）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
康工作办法（试行）》
2018年1月24日起施行

本技术规定适用于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
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造纸、钢
铁、制药、农药、印染等行业企业拆除生产
设施设备、建（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的
土壤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其他行业企
业拆除活动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可参照本
技术规定执行。

为加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推动保障公众健
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指导和规范环境
保护部门环境与健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环境保护部门为预防和控制与
健康损害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最大限度防
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因污染环
境导致健康损害问题的发生或削弱其影响程
度而开展的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
估和风险防控等活动。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不适用于本技术规
定。
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的拆除活动，
应同时满足《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91号）规定。

本办法不适用于预防和控制与健康损害密切
相关的原生环境因素和职业环境因素。

含石棉材料的设备、建（构）筑物等的拆除
活动，应同时满足《石棉作业职业卫生管理
规范》（GBZ/T 193）要求。
含多氯联苯物质的设备拆除，应同时满足《
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13015
）相关技术要求。
涉及放射性物质的设备、建（构）筑物等的
拆除活动，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放射性物质法
规管理。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2018年1月17日
发布
《管理办法》从排污许可证的内容、申请、
核发、执行，以及监管和处罚等方面，全面
细化了排污许可制度的执行与管理规定，这
是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的第一个部门规章。
《管理办法》规定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包括
以下几点：一是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
序。二是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的内容。三是强
调落实排污单位按证排污责任。四是要求依
证严格开展监管执法。五是强调加大信息公
开力度。六是提出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
此次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统一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核算
原则。

同时，《管理办法》还规定了排污单位必须
持证才能排污，无证不得排污。 《管理办
法》明确无论是重点管理还是简化管理，均
由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排污许可证。
《管理办法》借鉴了国内外的排污许可制度
经验，也参考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成
熟。 《管理办法》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排
污许可制度的实施，也完善了排污许可违法
责任的内容体系，对于相关企业的约束更加
有力。
《管理办法》对排污许可的信息公开也作出
了具体的规定，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申请前
的信息公开。二是申请后的信息公开。
《管理办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构成了
一个更严密的污染物排放法律责任体系，相
关企业面临着各类法律责任。

《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指南编制导则》
(HJ2300-2018)
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建立健
全基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行技术体
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
和技术进步，规范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
制，制定本标准。本标准规定了污染防治可
行技术指南的编制原则、结构内容、编制方
法、体例格式等。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编制
原则、结构内容、编制方法、体制格式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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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分类》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
科技工业局近日联合发布了《放射性废物
分类》（以下简称《分类》），为国家放
射性废物管理战略提供基础，为放射性废
物的产生、处理、贮存、处置等全过程安
全管理提供依据，确保以安全和经济的方
式管理废物。
《分类》将放射性废物分为极短寿命放射
性废物、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低水平放
射性废物、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和高水平放
射性废物等5类，其中极短寿命放射性废
物和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属于低水平放
射性废物范畴。5类放射性废物对应的处
置方式分别为贮存衰变后解控、填埋处
置、近地表处置、中等深度处置和深地
质处置。
《分类》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1998
年发布的原《放射性废物的分类》同时
废止。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7年6月9日发布
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于2017年6月9日发布《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该《办法》将按程序征求意见、审议后，以
环保部、保监会部门规章形式实施。专家认
为，这是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的一大进
步，但仍需立法支持。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分为6章29条，主
要规范强制投保范围、保险责任范围、统一
条款与费率监管、费率浮动、责任限额、保
险合同、承保、通知义务、合同解除、合同
解除通知环保部门、保险期间与续保、投保
方式。
《办法(征求意见稿)》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
保险的保险标的界定为“从事环境高风险生
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
者因其污染环境导致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
任”。
同时，环境风险评估与排查是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工作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保险
费率以及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等。《办
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保险公司承保前，
应当开展环境风险排查，掌握企业的环境风
险水平。保险公司承保期间，应为投保企业
进行“环保体检”，即排查环境风险，充分
发挥保险制度的风险预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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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
湖北省《关于大气污染物
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使
用税额的决定》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
市、宿迁市为每污染当量4.8元。

北京市应税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
量12元，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
量14元。

湖北省大气污染物的税额：废气中的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2.4元；其
余大气污染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1.2元。

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1.8元，水污染
物每污染当量2.8元。

湖北省水污染物的税额：废水中的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和五项主要重金属（铅、
汞、铬、镉、类金属砷）的税额为每污染当
量2.8元；其余水污染物的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4元。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税额标准：南京市为每污
染当量8.4元，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
江市为每污染当量6元，徐州市、南通市、

江苏省水污染物税额标准：南京市为每污染
当量8.4元，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
市为每污染当量7元，徐州市、南通市、连云
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
宿迁市为每污染当量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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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
规定》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
《若干规定》共三十四条，《若干规定》
明确要求，在编制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时，应由水务部门开展水资源论证，论
证结论经综合平衡后纳入规划编制成果；
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
证予以简化。
《若干规定》明确市水务部门应当根据取
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年度取水计划，依
法对年度取水实行总量管理。
此次立法完善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程供
水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公共供水水质，提
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此次立法制定了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建立
健全节水机制，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此次立法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保
障水功能区水质达标和水生态安全，维护
水域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一是严格排水
许可证的申领，明确从事工业、建筑、餐
饮、医疗等9类活动的排水户应当申领排水
许可证；二是加强监测管理，纳入重点监
测的排水户应当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
水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若干规定》明确“区人民政府根据需
要，可以设立村（居）河长”。同时明确
了各级总河长、河长的主要工作任务和职
责，并要求河长名单通过河长公示牌和相
关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河长相关信息发
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此外，《若干规定》加强水污染联防联
治，推动长三角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

《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新《条例》明确，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
生产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健全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开
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负责。
新《条例》明确，在城镇人口密集区，
不得新建、改建、扩建易燃易爆物品、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项目；已建成的
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
入改造规划，限期迁出或者转产。新建重
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化工园
区、矿山、尾矿库等，应当与已建成的建
筑物、构筑物保持安全距离。在已建的重
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化工园
区、矿山、尾矿库等危险区域的安全距离
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化工
园区建设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城乡规
划；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应当进入化
工园区。
新《条例》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根据
其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其服务区域的
道路、消防通道、地下车库、化粪池、窨
井等重点部位和电梯、供水、供暖、供
气、供电、消防等设施、设备进行巡查。
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处理；无法处
理的，应当及时联系相关专业单位处理。
在安全隐患排除前，应当及时发出警示，
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或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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