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UPDATE
SEPTEMBER 2021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
利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欧环境合作与展望暨
中欧环境项目总结研讨会

《〈关于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基加利修正案》
2021年9月15日对我国生效

2021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
碳排放交易市场
《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的指导意见》
《化工污染地块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技术指南》等三
项团体标准
《上海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
患排查工作指南》

注： 本期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都截止至2021
年9月!下一期将于12月发行，
敬请关注！

2021年6月1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
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接受《〈关于消耗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以下简称《基加利修正案》）的接受书。该
修正案将于2021年9月15日对我国生效（暂不适
用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加利修正案》于2016年10月15日在卢旺达基
加利通过，将氢氟碳化物（HFCs）纳入《关于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
称《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范围。HFCs是消
耗臭氧层物质（ODS）的常用替代品，虽然本身
不是ODS，但HFCs是温室气体，具有高全球升温
潜能值（GWP）。《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后，
《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耗
损和气候变化的历史新篇章。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保护臭氧层履约工作，扎实开展履约治理行
动，取得积极成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决定接受《基加利
修正案》，并将为全球臭氧层保护和应对气候
变化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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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环境合作与展望暨
中欧环境项目总结研讨会
2021年6月16日举办
中欧环境合作与展望暨中欧环境项目总结研
讨会,2021年6月16日在京举办。
中欧环境项目作为中欧环境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2018年1月-2021年6月合作期间，成
功支持了中欧环境领域的战略互惠型政策对
话，为环境政策制定者和专家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交流平台，为双方更好地应对生物多样
性、环境立法、绿色转型、绿色经济复苏等
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支持。中欧环境
项目联合执行方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和欧洲环保协会代表对项目成果进
行了盘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2021年9月15日对我国生效
2021年6月10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对安全生产法进行了修改。
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
具体而言，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在现行规定
的基础上，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
增加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改正且受到罚款处
罚，拒不改正的，监管部门可以按日连续处
罚等规定。
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屡禁不止、屡罚不改”
等问题，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加大对违法行
为恶劣的生产经营单位关闭力度，依法吊销
有关证照，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新
修改的安全生产法还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

行政处罚信息的及时归集、共享、应用和公
开，对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处罚决定后7个工作
日内在监督管理部门公示系统予以公开曝光，
强化对违法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
员的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安全生产诚信水
平。
此外，针对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出现的
安全生产新情况，以及一些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也增
加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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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开局之年，也是中欧环境项目一期合
作的收官之年。会议提出，结合中欧双方环境
关切重点和迫切需求，建议下一步围绕绿色低
碳转型和发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交流与
合作，推动双方环境合作凝聚新共识、增添
新内涵、取得新进展，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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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市场
2021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完成启动交易的
各项准备工作，将于7月择时启动上线交
易。
7月7日召开的国常会明确提出，在试点基
础上，于今年7月择时启动发电行业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下一步还将
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以市场机制控制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常会同时要求，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设立支持碳减排货币
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
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的
发展，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2021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
峰论坛
2021年7月8日开幕
7月8日，第三届中国环博会成都展暨2021中
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正式开幕。
本次展会将持续三天，聚焦环境产业如何助
力碳中和、“十四五”双碳目标如何布局等
重点热点问题。汇集了400家国内外知名环
保企业，全面展示市政、工业及农村领域的
水、固废、大气、土壤、监测等污染治理的
全球解决方案，加速环保企业“西进”步
伐，促进西部环保产业活力与创新力。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8日在
2021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

生态环境部正在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将在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
易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
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实现全国碳
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有效发挥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的首个履约周期，2000余
家发电企业需要在碳市场上线后到年底的半
年时间内完成履约任务。同时，越来越多的
行业正在逐步纳入全国碳市场。截至目前，
生态环境部已经先后发文正式委托建材、钢
铁、石化三个行业的相关行业协会开展纳入
全国碳市场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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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
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
防控的指导意见》
2021年5月31日发布
5月31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
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严格“
两高”项目环评审批、推进“两高”行业减
污降碳协同控制、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
法、保障政策落地见效5个方面作出规定。
《指导意见》明确了“两高”项目的范
围。“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
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6个行业类别
统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
定的，从其规定。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统筹
调度行政区域内“两高”项目情况，于2021
年10月底前报送生态环境部，后续每半年更
新。

《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
分区》
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2021年8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7月31日。
《分区》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上海
市陆域面积为基础，依据《指南》和本市实
际情况，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范围，第
二部分是根据不同的分区范围，提出具体防
控要求。
治理区的防控要求与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的要求相衔接，即
污染责任单位应当制定地下水治理修复或风

险管控方案，确定修复目标或风险管控目
标，开展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工作。
一般防控区内防控要求与现行规章制度相衔
接的同时，强调了各地下水污染防治相关职
能部门的监管职责。
优先防控区内除了要落实一般防控区内所有
防控要求外，对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化工
类、金属制品类工业园区、危险废物处置企
业、生活垃圾处置场等国家规定的地下水重
点污染源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地下水污染防
控要求。
本市《分区》范围内的生态保护红线、治理
区内污染地块或场地、防控区内工业园区、
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等范围发生调整的，《分
区》范围将予以调整。

在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约束方面，
《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三线一单”
、强化规划环评效力。严格审查涉“两高”
行业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业、能源等专项
规划环评，特别对为上马“两高”项目而修
编的规划，在环评审查中应严格控制“两
高”行业发展规模，优化规划布局、产业结
构与实施时序。
在严格“两高”项目环评审批方面，《指导
意见》提出要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落
实区域削减要求、合理划分事权。新建、扩
建平板玻璃项目应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并经
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
在依排污许可证强化监管执法方面，《指导
意见》提出加强排污许可证管理，并强化以
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执法监管。加大“
两高”企业依证排污及环境信息依法公开情
况检查力度，特别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的“两高”企业，应及时核查排污许可证许
可事项落实情况，重点核查污染物排放浓度
及排放量、无组织排放控制、特殊时段排放
控制等要求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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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污染地块生态环境
损害调查技术指南》等
三项团体标准
2021年5月25日召开开题会

《上海市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隐患排查工作指南
2021年4月19日发布

2021年5月25日，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产
业联盟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化
工污染地块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技术指南》
、《化工污染地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技术指南》和《化工污染地块生态环境损
害价值量化技术指南》三项团体标准开题
会。

《上海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指南》适用于本市重点监
管单位为保证持续有效防范重点场所或者重
点设施设备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
扬散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而依法自行组
织开展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以下
简称隐患排查）工作。

专家组对《指南》的立项意义给予了高度
的肯定，三项标准定位清晰，立项依据充
分，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编制单位
具有扎实的相关工作基础，专家组一致同意
三项标准立项。

其他工矿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可参照本
指南。本指南未作规定事宜，应符合国家、
行业及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联盟将继续以团体标准实践为基础，促进
地下水污染防治领域专业化、标准化、秩
序化、规范化发展，为地下水污染防控与
修复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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