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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名字改了， 
但为客户服务的心未变

2015年，ENVIRON通过加入北欧一流的工程
设计咨询公司Ramboll，强化了自己的全球
地位。过渡时期，我们在一些市场使用了
Ramboll Environ的名字，借此继续传达
这一重要里程碑。我们欣喜地宣布，2018
年1月1日，Ramboll Environ 将开始使用
Ramboll 的名字。我们现在是Ramboll的环
境与健康分部 - Ramboll最大的全球部门之
一，已为我们的网络增加了500多名北欧国
家的专家。  

我们继续帮助客户解决其最艰巨的环境和人
类健康问题。作为Ramboll全球组织的一部
分，我们如今还：

• 提供能源、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 
  化行业更广泛的咨询服务

• 为需要更广泛能力的更庞大、更艰巨的多 
  学科项目提供援助

• 处理重要的全球问题，比如城市化、 
  气候变化和资源匮乏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请访问ramboll.com，详细了解我们的广泛
服务和Ramboll的全球服务。

关于RAMBOLL的更多信息

规模
Ramboll是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在
遍布全球35个国家的300多个办事处拥有
13,000名专家。

所有权
Ramboll基金会是Ramboll Group A/S的
主要所有者(98%)。公司的其余股份由
Ramboll员工持有。

公司总部
Ramboll的集团管理和总部位于丹麦哥
本哈根。

RAMBOLL全球市场

• 建筑

• 运输

• 规划与城市设计

• 水务

• 环境与健康

• 能源

• 管理咨询

 我们的名字改了，但为客户服务的心未变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 

2017年10月26日发布。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2017年9月14日发布。

《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 

11月1日起施行。

 新《进口废物管理名录》，2017年12月31日 

起施行。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 

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2017年9 

月4日发布。

 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GBZ 98-2017， 

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和《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 13015-2017),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2018年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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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6日发布

《规划》立足我国水污染防治长期历史进

程，以细化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

标要求和任务措施为基本定位。

《规划》落实“水十条”编制实施七大重点

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将“水十条”

水质目标分解到各流域，明确了各流域污染

防治重点方向和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水

环境保护重点，第一次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

 

2017年9月14日发布

为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

工作，以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管理模

式遏制臭氧上升势头，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应时而

生。

《方案》明确主要目标是到2020 年，建立健

全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的VOCs 污染防

治管理体系，实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VOCs 

污染减排，排放总量下降10%以上。通过与

NOx 等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实现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依据《方案》内容，“十三五”期间将继续

重点治理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

区域，涵盖北京等16个省(市)，重点推进石

化、化工等重点行业以及机动车、油品储运

销等交通源VOCs 污染防治，加强芳香烃、烯

烃、炔烃、醛类等活性强的VOCs 排放控制。

六方面建设同步优化 全方位健全VOCs 管理

体系

《方案》显示，“十三五”期间明确建立健

全VOCs 管理体系，包括加快标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监测监控体系、实标施排污许可制

度、加强统计与调查、加强监督执法、完善

经济政策六个方面的建设。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规划》筛选了580个优先控制单元，进一步

细分为283个水质改善型和297个防止退化型

单元，提出了优先控制单元主要防治任务，

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

《规划》提出了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生活污

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流域水生态保

护、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等5项重点任

务。

《规划》的出台对于促进“水十条”实施、

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环境基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

制定《办法》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土十条》）的明确要求，对于

加强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保护农

用地土壤环境、管控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

保障农产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要求,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废水、废气排放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要求,防止对周边农用地土壤造

成污染。禁止在农用地排放、倾倒、使用污

泥、清淤底泥、尾矿(渣)等可能对土壤造成

污染的固体废物。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

工业废水或者医疗污水。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6-2020)》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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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起施行

此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

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固体废物进口管理

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部、商务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关总署、国家

质检总局共同对现行的《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目录》和《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

体废物目录》进行了调整和修订。主要是将

来自生活源的废塑料（8个品种）、未经分 

拣的废纸（1个品种）、废纺织原料 

（11个品种）、钒渣（4个品种）等4类24种

固体废物，从《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

体废物目录》调整列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

调整修订后，《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包

括废动植物产品、塑料废碎料及下脚料等14

个大类。《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目录》包括金属熔化、熔炼和精炼产生的

含金属废物等五大类。《非限制进口类可用

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仅包括木及软木废

料等两大类。

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自2017年12月31

日起执行。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2014

年第80号公告，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

2017年第3号公告同时废止。

 

2017年9月4日发布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十三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保护环境、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

同控制，环境保护部于2017年9月4日印发《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

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指南》）。

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是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切入点。目前，我国分别建

立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在污染物核

算方面，建立了覆盖各个行业的环境统计核算

体系；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发布了24个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其中10个

已转化为国家标准）。目前，环境统计核算及

温室气体核算均未建立污染物治理与温室气体

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 

《指南》基于国内外污染物核算和温室气体核

算理论的研究进展以及应用实践，探索提出了

适用于工业企业采取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

物处理设施治理废气以及采用物理、化学、生

化方法处理废水所产生的污染物去除量及温室

气体减排量核算。 

下一步，环境保护部依据《指南》开展试点核

算工作，及时发现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

断完善方法，为制定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

保护行动方案、推进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提供

决策支持。

 

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防止和控制

地下水污染，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经济

建设，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是地下水勘查评价、开发利用和监督

管理的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的质量分类，地下水质

量监测、评价方法和地下水质量保护。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地下水，不适用于地下热

水、矿水、盐卤水。

 

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

该标准规定了放射工作人员基本健康的要求,

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指征,放射工作人员的适

任性判断。该标准的修订主要是延伸了核电

厂操纵员健康标准的内容,参考了我国各种职

业(如飞行员、消防员、铁路工作人员等)相

关健康标准编制而成。标准贯彻了国家现行

法律、法规,与有关标准协调一致,对指导放

射工作人员健康监护有重要意义。

Continued from page 2

《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 
 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 
 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 
 (试行)》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  
 求》(GBZ 9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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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种类繁多、性质复杂，固体废物鉴

别是各级环保部门实施环境管理的重要依

据。随着固体废物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以现行《固体废物

鉴别导则》为参照依据，进一步细化、明确

了固体废物的判定原则、程序和方法，有利

于危险废物的鉴别，加强进口废物管理，减

轻环境压力，减少环境风险。《标准通则》

主要包括适用范围、依据产生来源的固体废

物鉴别、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固体废物鉴

别、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不作为液

态废物管理的物质等方面内容。

新的《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重新

定义了含多氯联苯废物的定义，增加了含多

氯联苯废物的类别规定，清理、包装、无害

化处理处置、环境监测以及安全防护与事故

应急的要求，贯彻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的理

念，将可能发生多氯联苯扩散的各个环节均

纳入标准控制范围。新标准将明确管理对象

和分类处置，有利于控制含多氯联苯废物在

挖掘、运输等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无害

化处理过程中的环境风险。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分总则、水资源规划、水资源保

护、水资源配置与取用水管理、节约用水、

法律责任和附则，共七章69条。其中水资源

规划突出水资源规划的作用及与其他相关规

划衔接，体现以供定需、空间均衡的理念。

《条例》突出保护优先的理念，明确保障河

流湖泊生态用水、地下水超采区治理、饮用

IN TOUCH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r. Xiao-Jian Zhou, Managing Director
Tel: +86 21 6473 6885
xjzhou@ramboll.com 
 
We prepare the China Update to apprise
clients of major EHS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China. It is not intended
to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such.

水水源地保护、水环境监测等措施；地表水

保护方面明确了水功能区划划定和调整程

序，强化了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和污水处

理；实行地下水开采总量、水位双控制度，

禁止在地下水超采区新增取用地下水，加强

取水井和地源热泵管理，禁止在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地下水禁采区利用地下水源

热泵系统取用地下水。

《条例》明确统筹利用各类水源，合理配置

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强化水资源监控设

施建设，完善水资源使用权和用途管制，实

行区域用水强度控制，保障公益性用水需

求；科学编制报批河流、水库调蓄计划和水

量分配方案，鼓励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

资源，推进水资源确权登记和水权交易，鼓

励新增用水通过水权交易方式取得，实现水

资源权属和功能管理。

《条例》结合国家行政体制改革、部门新“

三定方案”等要求，重新划定了省与设区市

的取水许可管理权限。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和《含多氯联苯废物 
 污染控制标准》 
 (GB 13015-2017)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