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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环境保护现状及要求



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会议、
考察调研、访问交流等各
种场合，一直强调建设生
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
据统计，有关重要讲话、
批示等超过60次。

 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
接近上限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新方式



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

发展与资源环境

之间矛盾突出

重大瓶颈制约



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林地土壤

点位超标率为10.0%。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

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环保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
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9%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为劣Ⅴ类

 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

 61个重点湖(库),24个（39% ）劣于Ⅲ类

我国劣V类水体比例高于OECD国家当年同等经济发展
水平，城市黑臭水体大量存在



地下水污染严重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严峻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1月20日发布《2015年度中国366座城市PM2.5

浓度排名》指出：中国大陆地区366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为50.2微

克/立方米，其中八成城市PM2.5年平均浓度尚未达标。

全国366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为50.2微克/立方米，其中共有293

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浓度

限值，即35微克/立方米，占366座城市的80.1%。全部城市均未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设定的PM2.5空气质量准则值，即年平均浓度10微克/立方米。



环境容量严重超载



颁布实施一批环保法律法规、标准、政策：

※环境保护法及配套文件2015年1月1日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

※大气十条发布

※水十条发布

※环境经济政策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修订

※行政手段（环境执法，公众举报）

环保法律法规要求日益严格



违法成本：按日累计处罚增大违法成本。

违法处罚：行政拘留、引咎辞职、区域限批等强

制处罚手段纳入环保法。

环境公益诉讼：确认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权益。

环保执法：明确政府管理责任强化监督。

新环保法



 环境保护部于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28号）、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

部令第29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0号）和《企业事业单

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1号）。4个配

套办法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一道于2015年1月1日

起实施。



 2013年6月18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共计12

条，明确列举了污染环境罪之“严重污染环境”

入罪条件的十四项标准。

司法解释



环境保护部通报了2014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

情况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移送情况。

2014年全国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3160件，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83195份，罚款数额总计

316832.6万元，分别比2013年增长10.5%、25.5%、

34.4%。其中，已执行决定67251件，执行率为81%，

结案70864件，结案率为85.1%。广东和浙江行政

处罚案件数均超过万件。



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

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总计2180件，超过

2013年的3倍，公安机关受理2080件，比2013年

多受理1443件，受理率达95.4%。浙江省移送案

件1036件，约占全国总数的50%，广东、河北、

福建移送案件均超过百件。



环保部今年9月份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

理群众举报73件，所有举

报件已转交各地方环保部

门调查处理。其中江苏14

件、河南7件、辽宁6件，

举报量位居前三。群众举

报企业类型最多的是化工

业25件，其次为金属冶炼

加工业10件和非金属矿产

加工业8件，这些企业因为

污染物处理不到位、管理

不善、设备故障等原因，

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

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

行办法》

为全面做好《环境保护法》贯彻执行工作，依

法查处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环境保护

部、农业部、工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联合制

定出台了《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

法案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司法解释



 《办法》详细列明了23种具体的违法情形。首次具

体规定了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等逃避监管方式

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表现形式等。针对《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三条提出的承担法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违法行为主要获利者和在生产、

经营中有决定权的管理、指挥、组织人员；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是指直接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或者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的工作人员等。



 201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主要包括4

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二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跨行政区划管

辖，三是同一污染环境行为的私益诉讼可搭公益

诉讼“便车”，四是减轻原告诉讼费用负担。

司法解释



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

 2012年12月，泰兴6家化工

企业非法处置废酸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起公

益诉讼

 2014年12月29日,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6 家企业, 赔偿环境修复

费用1.6亿余元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水十条”，下称计划）从全面控制污染物

排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着力节约保护水资

源、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严格

环境执法监管、切实加强水环境管理、全力保障水

生态环境安全、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强化公众参

与和社会监督十个方面开展防治行动。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计划强调全面控制污染源，专项整治十大重点

行业。制定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

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

行业专项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



一是取缔“小化工”。2016年底前，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小型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农

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二是专项整治焦化、氮肥、印染、原料药制造、农药等

行业，实施清洁化改造。

三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强工业水循环利用，石

油石化、化工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优化空间布

局，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要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等项目环境风

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



重视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发布双高目录

环保部配合、协调经济综合部门出台经济政策

覆盖价格、税收、信贷、保险、贸易等重要领域

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

试点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年版）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5年版）》

2015年12月17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环境保护综

合名录（2015年版）》。包括837项产品；其中，“双

高”产品包含了50余种生产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量大的产品，30多种产生大量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的产品，近200余种涉重金

属污染的产品，500多种高环境风险产品。 化工行业涉

及产品达到90%以上。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报批稿）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体废物（包括液态废物），列入

本名录：

（一）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

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

（二）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

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

列入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

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所列的豁免条件时，可按豁免内

容的规定执行。

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应按照国家规

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予以认定。



二、行业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

石油和化工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2014年，全行业排放废水40.6亿吨，居工业部门

第一位；排放化学需氧量59万吨，居工业部门第一位；

氨氮排放量8.7万吨，居工业部门第一位；二氧化碳

排放量232万吨，占工业总排放量的14.6%，居工业部

门第二位；氮氧化物排放量109.7万吨，居工业部门

第三位；烟粉尘排放量115.7万吨，居工业部门第四

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3.3亿吨，居工业部门第六位；

产生危险废物1127万吨，居工业部门第一位。总之，

全行业“三废”排放都位居工业部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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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4.95亿吨标

准煤，约占全国工业能耗总量的17.5%；位居

所有工业部门的第二位。

 2014年全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5.28亿吨标

准煤。

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源消耗依然较高



 2014年9月,媒体反映内蒙
阿拉善盟、宁夏中卫市的
工业园区将未经处理污水
排进腾格里沙漠

 违法企业涉及化工原料、
染料中间体等高污染行业

 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
中办国办发出通报

 涉嫌违法企业和环保部门
责任人被追究责任

环境违法案件频发



腾格里沙漠明盛公司刑事处罚

 明盛染化公司犯污染环境罪，被处罚金500万

 被告人廉某犯环境污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万元

 此案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中卫市首起污染环境刑事案

件，也是腾格里沙漠被污染事件发生后首例宣判的案件



最高法：倾倒农药废液污染环境浙
江公司被罚7500万（5.27)

 浙江金帆达生化公司将危险废物（草甘膦母液）

交给无危废处理资质企业处理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以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7500万元

 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年至一年零五个月的有

期徒刑



历史遗留问题突出

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事故

长期、低浓度污染物排放

部分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违法排污

产业布局存在风险隐患

企业风险管理水平落后，环境意识淡薄

自然灾害频发

——引起行业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的主要因素

环
境
污
染
与
破
坏
事
故
频
发

环境隐患突出

http://news.163.com/07/0102/03/33Q8AP0B0001124J.html


历史遗留问题突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些行业的遗留问题

突出，累积性环境风险隐患明显。

如磷石膏问题，尽管综合利用率在逐步提

升，但堆存量超过3亿吨，存在环境隐患。农

药、染料等精细化工行业产生的大量高浓度母

液、危险废渣如果处理不当，势必造成诸如腾

格里污染类似事件发生。



什邡市亭江村“毒山”旁的生活：

紧邻着金河磷矿化工厂的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距离金

河的磷石膏渣堆最近不过十米，村民的生活也长年累月受

到磷石膏和化工生产的严重影响。



据2010年环保部组织开展的全国石油加工

与炼焦、化工、医药等三大重点行业环境风险

检查工作结果显示，下游5公里范围内（含5公

里）分布有水环境保护目标的企业占调查企业

数量的23%，重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占调查企业

数量的18.3%，较大环境风险企业占22%。

产业布局存在风险隐患



布局型环境隐患是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环境安全的一个很大
威胁，累积型、遗留隐患型环境风险将逐步凸显。



据统计，经国家及省市批准设

立的工业园区、开发区等有

1568家左右，其中主导产业有

石油和化工的有357家左右，

这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园

区有60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东

部及中部地区。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

示，全国21326家化工企

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有

近万家。但沿江布局是由

行业特点所决定的。



企业风险管理水平落后，环境意识淡薄

近年来，由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

以及非法排污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频发。2008-

2011年，环境保护部共接报突发环境事件568起，

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287起，占突发环境事件的

51%，每年与石油化工行业相关的突发环境事件

比例分别为57%、58%、47%、46%。



“谈化色变”引发群体环境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厦门、大连、宁波、昆明、茂名等地相继

发生PX项目群体事件。主要是现代化工生产知识普及不

到位，正面宣传与引导不够，社会上 “谈化色变” 心

理较为严重。在人们安全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利益诉求

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针对大型化工项目建设的群体性

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行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如何处

理好行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全行

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近几年多地连续发生的PX事件凸显了化工项目难以与公众相融

的困境，除开公众认知以外，与化工企业安全环保事故频发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分不开的。



农药、染料、助剂等精细化工行业的废水

处理缺乏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治理技术，造

成治理困难的局面。

农药生产：我国农药行业每年排放废水达1

亿吨以上，污染物种类繁多、组分复杂， COD

浓度高达几千到几万毫克/升，含盐难降解。

环保技术支撑力度不够



染料生产：废水浓度高（COD为1000～10万

毫克/升）、色度深（500～50万倍），BOD/COD

值较小，可生化性很差。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恶臭等处理难度大、

成本高、效果不明显，这也是易引发群众事件的

主要问题。

化工危险废物产生量大、成分复杂、处理处

置难度大，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问题将成为行业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十三五”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十三五”目标必须

坚持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第一次把“绿色发展”提到发展全局的战略高

度，在“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部分提

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

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大任务。近期发

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加大环境综合

治理的要求，并提出五项任务六项重点工程。



随着新安全法、新环保法的实施，安全环保法规标准

日益严格，公众对良好环境质量的渴求日益增长，环

境监督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同时行业自身还面临着

“三废”排放量大、安全环保事故频发、谈化色变、

公众高度关注等突出问题，全行业必须尽快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为此，“十三五”行业环保工作

要围绕行业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加快实施“绿色清

洁化”提升行动。



加快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着力推进绿色改造

组织编制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围绕生产

工艺水平低、原辅材料消耗大、收率低、能耗高、排污

大的行业，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综合利用，

促进工艺技术装备的绿色清洁化改造。参与国家绿色制

造工程实施方案、清洁生产规划、水污染防治方案、有

毒有害物质防治规划等一系列国家规划和方案的编制，

争取技术、政策、资金支持。

组织召开化工行业绿色发展大会，总结“十二五”绿色

发展经验，组织实施、落实“十三五”绿色发展战略。



围绕涉有毒有害物质行业，开展产品生态设计，推广安

全环保替代品，逐步实现原料无害化、过程清洁化、产

品生态化；开展产品绿色设计评价，分行业制定绿色设

计评价标准，推出绿色产品。

实施一批绿色改造示范工程，培育一批绿色示范企业，

创建一批绿色示范园区。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进全面达标排放

围绕三废排放量大、污染治理难度大、任务重的行业、

地区、园区，加强环保政策标准研究和宣贯，提高全行

业的环保守法意识。

开展环保支撑技术征集和评选活动，发布一批涉及资源

节约、污染治理、清洁生产等各领域的重点支撑技术。

加大先进适用的环保技术装备交流推广，组织召开石油

和化工行业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新技术、新产品、新设

备交流会，将先进技术引入行业并服务于行业环境治

理。深入开展环保诊断和隐患排查，为企业全面达标排

放、环保水平提高提供技术支撑。



高度关注并加快突破重点、难点环境问题

 1、推动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处理处置。一是选取典型行

业、企业，对其危废的排放现状、处理情况、存在问题

等进行调研，提出有利于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及利用的建

议。二是选取重点行业和产品，研究开展危废经营许可

规范、指南的编写与发布，以解决行业危废处理难题。

三是通过建立“三废”综合利用产品标准工作机构和体

系，为副产物的资源化、无害化打通出口。四是组织开

展危险废物鉴别、豁免、协调咨询工作。

 2、做好VOCs污染防治工作。配合工信部编制重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申请VOC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研究制定石油和化工行业VOCs削减路线图。



 3、继续开展汞污染防治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开展

检查，全面淘汰高汞触媒。

 4、推进磷石膏安全堆存及综合利用，发布磷石膏

渣场堆存与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5、推进高含盐废水治理及副产盐资源化，推进重

点园区（区域）开展废盐综合处置并与烧碱产业相

结合，逐步实现废盐无害化和资源化。



加强对国家拟新出台政策的关注和研究，及时、准确把

握国家政策走向，提出行业意见，反映企业诉求，使国

家相关环保法规政策更加科学、合理，符合行业实际情

况。开展污染物排放标准、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绿色产

品评价标准等编制工作。

积极为企业、园区开展环保培训、诊断、咨询等服务，

提升环保管理水平。

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为企业提供服务



谢谢大家！
电话：010-84885718

邮箱：zhuang-x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