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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生态环境部召开部常务会议

1 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铸造工业

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和《环境空气 65 种挥发性有机物

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等 7 项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以下简称 7 项标准）。>>>

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2022 年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热词出炉

近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形势分析中心联合光明日报生态文明版报道组，通过分析

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等官方文本，开展新闻媒体的词频和主题聚类分析，根据词频热

度和公众关注，共同甄选出十个生态环境领域热词。

热词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

这一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核心内容拓展为“十个坚持”，展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系统性和创

新性，既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也是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载体。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新的热潮，为生态环境保护注入强劲动力。

热词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这一年，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党的二十大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不断拓展和丰富美丽中国建设内涵和路径。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

应对气候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国各地加快形成点面结合、多层推进的美丽

中国建设工作体系，浙江、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份和杭州、深圳、宁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8_1013796.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8_1013796.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8_10137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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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城市探索形成一批建设美丽中国的地方实践典范，美丽中国百人论坛年会成功举办，营

造全社会共建美丽中国的良好氛围。

热词三：COP15（《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这一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开启新征程。中国一直以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务实行动

推动 COP15 进程。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历史性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确立“3030”目标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指引国际社会携手遏止并扭转生物

多样性丧失，擘画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蓝图，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同时，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小虎”出镜迎虎年、“微笑天使”长江江

豚频繁亮相，中国大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逐步展现。

热词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这一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效能进一步彰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制度性保障。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任务圆满完

成，两轮督察受理群众环境问题举报 28.7 万件，完成整改 28.6 万件，集中公开曝光 262

个典型案例，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生态环境部等 18 家单位联合印发推动职能部门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权责明晰、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热词五：COP2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这一年，COP27 向正义迈出重要一步。COP27 聚焦《巴黎协定》务实履行，达成了

相对平衡的一揽子成果，释放了坚持多边主义、合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信号，特

别是就损失与损害资金做出框架安排，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迫切

诉求，是气候峰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

（2022）》，坚决维护我发展权益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积极为解决难点问题提供建设

性搭桥方案，体现中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努力。

热词六：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这一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由愿景转化为现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实现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的必然选择，生态环境部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协同促进低碳发展，实现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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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浙江首创减污降碳“双指数”，实现对减污降碳进展和效果的量

化评估，为持续完善减污降碳工作提供决策指引。

热词七：黄河保护法

这一年，黄河保护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黄河保护法，是我国第二部流域专门法律，

以法之名护佑母亲河安澜。同时，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分别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以维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为目标，针对黄河流域

治理难点痛点深入攻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热词八：新污染物治理

这一年，新污染物治理扎实起步。新污染物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是全球环境问

题之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遵循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理念，以

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形成贯穿全

过程、涵盖各类别、采取多举措的治理体系，加快补齐新污染物治理短板。四川、黑龙江、

陕西、海南、山西、广西、江苏等省份陆续印发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在新污染物治理相

关领域积极探索实践。

热词九：绿色冬奥

这一年，北京冬奥圆满兑现绿色办奥庄严承诺，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碳中和”冬奥

会。全面落实绿色办奥举措，充分改造利用鸟巢、水立方等原有奥运场馆，新增场地从设计

源头减少对环境影响，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成为世界上第一座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

统制冰的大道速滑馆，冬奥会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常规能源 100%使用绿电，用“张

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在开幕式上以“不点火”代替“点燃”、以“微火”取代熊熊大

火，充分体现低碳环保理念。

热词十：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新模式（EOD）

这一年，EOD 开发新模式由试点项目进入常态化实施阶段。EOD 模式是将生态环境保

护与区域开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创新性开发模式，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

实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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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库入库指南（试行），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等 10 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引导提供更

加精准的资金支持，启动 58 个项目开展第二批 EOD 模式试点，推动 EOD 模式深入实践。

同时，加快推动“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重大工程实施，积极扩大生态环境有效投资，增加

绿色资产。

生态环境部召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推进会

1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召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推进会，深入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 2022 年度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部署 2023 年重点任务。生态

环境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保同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2 年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各部门和单位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履

行职责，攻坚克难排查应对风险隐患，固本强基提升监管能力，加强协作推进专项工作，弛

而不息强化党建和作风建设，统筹疫情防控和安全监管，取得积极成效。>>>更多内容，

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召开“推动核安全监管高质量发展”学习会

1 月 4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核安全

监管高质量发展”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中国核安全观，总结交流核安全监管实践经验，谋划推动核安全监管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保同出席并讲话。>>>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应邀出席香港“棋盘三”应变

计划演习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20_1013918.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20_1013918.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20_1013918.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04_10095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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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至 13 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保同应香港特区政府保

安局邀请出席“棋盘三”应变计划演习。本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为确保香港特区政府具备有

效应对核事故的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向公众推广紧急应变方面的知识。>>>更多内容，

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

二阶段总结会议

1 月 11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总结会

议。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会议。>>>

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应约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举行

会谈

1 月 11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谈，

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合作推动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双

方一致同意后续将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自然资源部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

皮书，并于当日上午 10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工业和信息

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和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新闻发言人出席，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5_1013005.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5_1013005.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2_1012384.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2_1012384.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1/t20230112_1012571.shtml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9421/4951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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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结果首次发布

1 月 12 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次发布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

结果。结果表明，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巨大，预测潜力达 2.58 万亿吨，可为我

国“双碳”目标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是指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将捕集的二氧化碳注入地面以下的深部咸水

层、枯竭油气藏等地质体中，通过构造地层封存等方式实现二氧化碳与大气长期隔绝的过程，

按照封存位置不同分为陆域封存和海域封存，是降低温室气体含量、缓解温室效应的重要手

段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立足支撑服务国家需求，将开展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寻找

有利的封存目标区、推动示范工程实施作为地质调查支撑服务“双碳”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工

作。

据悉，我国海域地壳稳定性好、沉积盆地分布广、地层厚度大、构造地层圈闭多，二氧

化碳地质封存潜力巨大，但尚未开展基于实测调查数据的系统性评价。中国地质调查局充分

利用 20 余年的海洋地质调查实测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以及公开发表的商业性油气勘探开

发等资料，创新提出了符合我国海域地质条件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方法与适宜性评

价方法，首次系统开展我国海域主要沉积盆地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和适宜性评价，基本掌

握了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资源家底，明确了高适宜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盆地和区

带，优选了重点目标，形成了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的一批重要成果，将为我

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地质力量。>>>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2023 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召开

2023 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 1 月 11 日以视频形式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1/t20230116_27739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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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总结 2022 年及党的十九大以来的自然资源工作，部署今后一个时期

及 2023 年自然资源工作重点任务，动员全系统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踔厉奋发、埋头苦干，

奋力推进自然资源事业改革发展。会议学习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自然资源部党

组书记、部长王广华作工作报告。>>>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2023 年六五环境日主题确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1 月 17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1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介绍，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主题，旨在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全社会深刻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生态文

明建设总体要求，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伟大实践。

环境日当天，生态环境部将会同中央文明办、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 2023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主场活动将继续采取“1”个主会场+“N”个配套活动模式，

集中展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更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引导全社会做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和模范践行者，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正式运行

1 月 12 日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建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信息平台正式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强调，要建好、用好中国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平台，深

化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1/t20230112_2772713.html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21/art_1692259_59025766.html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6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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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十年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196.5

万件

司法保护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

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不断织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网，为生态文明

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国法院十年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

件 196.5 万件。

依法严格审理环境资源案件

巨蟒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是三清山的标志性景观，该景区被列为世

界自然遗产之一。2017 年 4 月，张某明等 3 名被告人在攀爬巨蟒峰的过程中，使用电钻在

巨蟒峰岩体上钻孔，再用铁锤将岩钉打入孔内，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经专家论证，这一行

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严重损毁。

2019 年 12 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该景区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名胜

古迹，张某明等 3 人采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在花岗岩柱体上钻孔打入岩钉，对

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情节严重，已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同时，在附带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判令 3 人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失 600 万元，用于公共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其

后，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判决。

“本案是全国首例故意损毁自然遗迹入刑的刑事案件，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

自然遗迹提起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该案的审理，是人民法院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对于引导社会公众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刘竹梅说。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级法院依法严惩偷排废水、跨域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等犯罪，

依法审理涉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整治等案件，有力维护和改善人居环境；服务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最高法专题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纠纷司法规则，起草司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

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最高法明确生物种群及生存环境司法保护裁判规则，巩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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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危害野生动植物等违法犯罪；贯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

源原则，最高法发布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指导意见，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过去十年来，人民法院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使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成为“长出牙齿”的严规铁律，形成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国之治”。

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2016 年 3 月，在云南省绿汁江的干流戛洒江上，一座水电站开始施工。而该水电站的

淹没区，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绿孔雀在国内的仅存栖息地。水电站一旦蓄水，

可能导致该区域内绿孔雀灭绝。2017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责令水电站项目建设公司开展环

境影响后评价，此前不得蓄水发电。同时，某民间环保组织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停止

水电站建设。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本案的环境破坏只是一种重大风险，并没有真实发生，侵害情形尚

不明确，庭审焦点是法院将如何依法认定这种“可能性”。

2020 年 3 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已经构成

生物学意义上的绿孔雀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判

决建设方在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

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一审宣判后，原被告两方均提起上诉。2020 年 12 月，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保住了绿孔雀赖以生存的最后家园。

“云南绿孔雀案”作为全国首例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在 2021 年世界

环境司法大会上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典型案例。

“‘云南绿孔雀案’是人民法院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中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

则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人民法院努力把生态环境损害消灭在源头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协同

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担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

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认为。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

难以修复性。如何更及时地制止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最大限度降低侵权行为带来的环境损

害？2021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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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为防止申请人合法权益或者

生态环境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可以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给予救济，及时制止损害的发生或

继续扩大。

“禁止令保全措施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权利救济，是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的具体鲜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李明义表示，《规定》的出台丰

富了民事侵权行为保全制度，将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向前延伸，强化了环境司法对保护公众

环境权益、震慑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的力度，更好落实“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践行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被告人张某奉、赵某辉为种植中药材销售获利，在未

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在重庆市奉节县云雾乡红椿村防护林地带，用挖掘机损毁 118.43

亩林地。经查明，损毁林地的还有谭某云等 8 人。2017 年 4 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先

后对张某奉等 10 名被告人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出刑事判决。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奉等

人对毁损区域进行了补植。

2020 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再次将前述 10 名被告人诉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原刑事案件中的补植并不成功，要求继续补植。法院邀请林业专家一起现场勘

查后发现，补植的林木因受季节影响，成活率偏低，要达到修复效果需要继续补植。

2020 年 12 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已承担了刑事责任，

但从现场勘查情况和司法鉴定情况看，受损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遂判决：在重

庆市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参照司法鉴定所提供的修复方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补植补造并管护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判决只是修复的开始，鉴于后期补植工作的专业性，为避免补植、管护不当造成成活率

过低的问题，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多次联系当地林业部门，在补种和后期管护过程中，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并组织验收，确保取得修复实效。同时，法院还多次与当地党委政府沟

通协调，引导村民摒弃旧的生产观念，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乡间游乐、生态

康养等农旅融合产业。

“环境资源审判要找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群众环境权益之间的平衡点，合理调整环

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的惩罚教育和示范引导功能。司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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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应当是对整个社会、全体公众的引导，其中，引导侵权人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

变为实实在在的‘修复者’尤为重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组建由 120 名法院干警组成的“森林法官”队伍下沉 215 个乡

村（社区），前端参与涉林纠纷化解，基本实现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一案一修复”；吉林省

长春林区中级法院 2018 年以来共签订“复绿补种”协议 164 件、补种林地 886.74 亩；2016

年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在某国有林场曾发生森林火灾的地块设立教育实践基地，历时 6

年让昔日千亩荒山“火烧林”蜕变为长江沿岸“生态林”……

近年来，“异地补植复绿”“生态修复令”“认购‘碳汇’开展替代性修复”等创新司

法措施不断涌现，各地人民法院践行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坚持打击与修复并重，努力

实现“办理一个案件，恢复一片绿水青山”。

工信部公布 2022 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及园区名单

1 月 10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2 年工业废水循环

利用试点企业、园区名单的通知》。根据《通知》及附件《名单》，工信部确定首钢股份公

司迁安钢铁公司、百威雪津啤酒有限公司、廊坊伊利乳品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等 29 家企业作为 2022 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确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 3 家园区

作为 2022 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园区，并将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分为用水过程循环模式、

废水循环利用补短板模式、区域产城融合模式、智慧用水管控模式四类。>>>更多内容，

点击阅读

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两部门组织开展第一批低噪声施工设备

推荐工作

1 月 6 日，工信部网站公布《关于组织开展第一批低噪声施工设备推荐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将聚焦建筑施工噪声产生源头，分批分次遴选噪声检测技术相对成熟、噪声

较小的施工设备，加快低噪声施工设备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引导施工设备技术进步，不断降

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减少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干扰。第一批低噪声施工设备

推荐范围为土方机械，具体包括压路机（振动、振荡）、压路机（非振动、非振荡）、履带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0/content_573604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0/content_57360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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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推土机、轮胎式装载机、轮胎式挖掘装载机、平地机、挖掘机。《通知》一并明确了申报

基本条件及工作要求。>>>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2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规定，编制本

报告。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根据报

告，2022 年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持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推动政务公开的质量和

实效不断提升。2022 年浙江省通过厅门户网站主动发布各类政务信息 1357 条，其中文件

73 件，政策解读信息 30 条，行政许可信息 233 条，动态信息 708 条，其他信息 313 条;

通过微博平台发布信息 2578 条，通过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1903 条，召开新闻发布会 5 场

次。>>>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数字化改革工作会议

1 月 12 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 2023 年第 1 次数字化改革工作会议，局党组书记、

局长马利阳专题听取市生态环境系统数字化改革工作情况汇报并作出任务部署，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沈海峰，督查专员骆荣强出席会议，各相关处室以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会。>>>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杭州市发布危废投资引导性公告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统筹全市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构建与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体系，按照国务

院办公厅《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国办函〔2021〕47 号）和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深化危险废物闭环监管“一件事”改革方案的通知》（浙环发

〔2021〕17 号）要求，现发布杭州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投资引导性公告，向社会

公开我市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情况，为社会资本投资提供引导性意见。>>>

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3/art_8ef6893cfce348cc82a7490c594fb5ec.html
http://sthjt.zj.gov.cn/art/2023/1/19/art_1202652_58937573.html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16/art_1692261_59025694.html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17/art_1228974304_59025699.html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17/art_1228974304_590256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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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与政策

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

年修订）》，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2 月 30 日，中国人大网公布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的《野

生动物保护法》。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了社会公众防止野生动物源性传染病传

播、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信息公开等规定，并明确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

丢弃等。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更多内容，点击

阅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

保持工作的意见》

1 月 3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

土保持工作的意见>》。《意见》共六方面二十二项内容，提出要全面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

护，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和水

平。《意见》强调，要强化企业责任落实，大力推行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生产建设单位应

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要求。《意见》还提出，要推进

遥感、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水土保持深度融合，提高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中国政府网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关于

当前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的

通知》

1 月 16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关于当前新冠病毒

感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的通知》。《通知》随附件发布了《关于当前新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2/77cc070369d94dd09270fb9c0f52cbd0.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2/77cc070369d94dd09270fb9c0f52cbd0.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3-01/03/content_5734869.htm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yNDU5Mzk=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yNDU5M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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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指引》。《指引》分为风险及健康提示、防护措

施指引两部分，分生活垃圾产生、收集、转运、处理四个环节对风险点进行提示，并对个人

防护、社区管理和转运处理等提供指引。>>>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等 16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噪

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答记者问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 16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就《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的

提问。>>>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印发 2022 年水污染领域《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

术目录》》

1 月 2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关于印发 2022 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水污染

防治领域）>的通知》。《目录》共包括 MBR-DF 组合污水处理技术、高效节地复合生物

膜污水处理技术 38 项水污染防治领域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并明确了各项技术的技术名

称、工艺路线、主要技术指标及应用效果、技术特点、适用范围、技术类别。>>>更多内

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2023 年版）》

12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网站公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清单》

根据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结合监管实际，经过技术可行性和经济社会影响评估后

确定，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清单》共包括 14 类新污染物，明确新污染物主要来

源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16/content_5737350.htm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301/t20230110_1012206.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02/content_573460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1/02/content_5734608.htm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212/t20221230_1009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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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建制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方

案》

1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关于推进建制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

的实施方案》。《方案》共六方面十六项内容，明确要合理选择污水收集处理模式，科学确

定污水处理标准规范，高质量推进厂网建设，建立健全分类收集设施，加快完善分类转运设

施，强化处理设施共建共享，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推进专业化

运维，强化全过程管控。>>>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短板弱项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1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关于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短板

弱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部署八项主要任务，明确要以县级地区为单位全面开展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现状摸底评估工作，根据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大小分类施策谋划项目，

提升收集转运能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拓展余热利用途径，创新建设运营模式，积极推进

小型焚烧试点，规范建设填埋设施。>>>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2023 年版）》并答记者问

近日，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生

态环境部令第 28 号），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

关负责人就《清单》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更多内容，点击阅

读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01/t20230118_1346914.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01/t20230112_1346395.html?code=&state=123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301/t20230113_1012751.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301/t20230113_10127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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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通知，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办法》，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

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环境部门对生

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

1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新修订的《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29

号）。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共八章 49 条，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统计的目的任务、管理体制、

机构职责、统计调查项目设立和组织实施、统计资料管理和公布、监督检查要求以及奖惩情

形等方面内容。《管理办法》明确，作为生态环境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等生产经营者应当履行生态环境统计义务，包括：设置生态环境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报送和提供生态环境统计资料，

管理生态环境统计调查表和基本生态环境统计资料。>>>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国家林草局、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公园空

间布局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加快推进国家

公园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近日，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的时间表、路线图。

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12/t20221230_1009153.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301/t20230119_1013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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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确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创建设立、主

要任务和实施保障等主要内容。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介绍，在理念和目标上，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

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为建设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生态根基。到 2025 年，统一规范高效的

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到 2035 年，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界最

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在空间布局上，把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

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 5 个

国家公园），其中包括陆域 44 个、陆海统筹 2 个、海域 3 个。充分衔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

大生态工程，其中，青藏高原布局 13 个候选区，形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占国家公园候

选区总面积的 70%；长江流域布局 11 个候选区，黄河流域布局 9 个候选区。

在创建设立上，明确国家公园创建、设立以及候选区实行动态开放、考核评估、退出机

制等要求。在建设任务上，提出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统筹自然保护

与社区发展、加强科技支撑保障、提升监测监管水平、增强科普宣教能力等六项任务。在实

施保障上，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和落实投入保障等内容。

保护面积总规模将居世界首位

李春良指出，中国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重器”。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紧

密衔接以“三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涵盖了国土生态安全

屏障最关键的区域。在青藏高原布局国家公园群，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公里，将系统、整体

保护“地球第三极”；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布局的多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将对长江大保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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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公园保护规模最大。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规划布局了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总面积约 110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约 99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 11 万平方公里，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0.3%。全部建成后，中国国家公园保护面积的总规模将居世界首位。

中国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类型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覆盖了森林、

草原、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等最富集区域，

共涉及现有自然保护地 700 多个，10 项世界自然遗产、2 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19 处

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国家公园分布着 5000 多种野生脊椎动物和 2.9 万多种高等植物，

保护了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同时也保护了众多大尺度的

生态廊道，保护了国际候鸟迁飞、鲸豚类洄游、兽类跨境迁徙的关键区域。

中国国家公园惠及面最广。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直接涉及 28 个省份，全社会将共同

参与国家公园建设，56 个民族共绘国家公园这一美丽画卷，通过特许经营、志愿服务、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等形式吸纳原住居民、社会公众，直接加入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管理中，共

享国家公园带来的生态福祉。

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第一批国家公园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国家林草局自然保

护地管理司司长王志高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做法和经验，

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提质量、上水平。”

王志高指出，将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央地共建共管，建立

局省共同责任体系和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统筹、多部门联动的统一执

法体制，探索联合执法、委托执法等多种模式；为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和管理等工作提供

坚实的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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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公园立法方面，国家林草局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国家公园法（草案），同时指导相

关省区出台国家公园地方条例，建立国家公园“一园一法”法制体系和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

王志高表示，将组织实施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第一批国

家公园，做好旗舰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强化监测、科研和宣教三大平台建设，积

极开展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本着“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

园。>>>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财政部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

办法》

1 月 4 日，财政部网站公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办

法》共五章十六条，规定了奖补资金支持范围、资金分配和预算下达、资金使用与监督管理，

明确补助政策实施期限至 2025 年，奖补资金由沿黄河省区“包干”使用，统筹用于区域内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等方面。>>>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了《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

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了《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旨在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交易

行为，确保矿业权出让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维护国家权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

新修订的《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与 2017 年印发的《矿业权交易规则》在基本原则、

主体结构、交易程序和交易监管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在矿业权出让的公告、交易、结

果公示、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新修订的交易规则主要变化为：一是优化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交易平台的职责分工；

二是细化了交易行为中止和终止的条件；三是规范了出让公告发布后变更内容的工作要求；

四是强化了交易流程和相关时限要求；五是明确了全面推进电子化交易；六是完善了违约责

任、信用监管。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5497/20230105/154219347708492.html
http://yss.mof.gov.cn/zhengceguizhang/202301/t20230104_3862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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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建立健全矿业权交易规则，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了矿业权市场秩序，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矿业权出让

登记管理改革、交易平台建设、电子化交易、失信惩戒和协同监管等工作不断推进，外部环

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矿业权出让交易提出了新要求，自然资源部在政策实施情况评估、多

次专题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矿业权交易规则》进行了修订。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矿业权市场建设，维护矿业权市场公

平稳定，不断提升矿业权出让交易的效率和效果，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制度支

撑。>>>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工信部网站公布《工业节能监察办法》

1 月 13 日，工信部网站公布《工业节能监察办法》，办法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共二十九条，明确工业节能监察主要包括“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产品、设

备能源效率等强制性国家标准情况”“执行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淘

汰制度情况”“加强能源计量管理情况”等内容。《办法》强调，工业节能监察不得向被监

察单位收取费用，从事工业节能监察辅助工作的机构、人员不得独立开展工业节能监

察。>>>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

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1 月 11 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国家能源局行

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程序规定》共八章五十九条，规定了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立案和调

查、法制审核、案件审理、听证、简易程序、送达和执行等内容，并随附件发布了 36 种行

政处罚文书样式。>>>更多内容，点击阅读《裁量权基准》共二十一条，明确一般违法行

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

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处罚，并分别规定了四级裁量等级的适用情形及罚款幅度等。>>>

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gk.mnr.gov.cn/zc/zxgfxwj/202301/t20230109_2772390.html
https://www.miit.gov.cn/gyhxxhb/jgsj/cyzcyfgs/bmgz/gyjnl/art/2023/art_58906fe4d8d3413cbc9ec377d7d0a9fa.html
http://zfxxgk.nea.gov.cn/2022-12/28/c_1310689729.htm
http://zfxxgk.nea.gov.cn/2022-12/28/c_1310689736.htm
http://zfxxgk.nea.gov.cn/2022-12/28/c_1310689736.htm


21法律资讯

21

行业标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发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强化生态保护

修复生态环境监督，规范和指导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工作，现批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

估技术指南（试行）》为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并予发布。标准名称、编号如下：《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HJ 1272-2022）。>>>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浙江省建筑垃圾分类利用指

导目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引导和规范建筑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水平，

省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浙江省建筑垃圾分类利用指导目录》，现印发实施，请结合实际抓好

落实。同时，请各地结合《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的施行，压实主体责任，加

快建立完善建筑垃圾分类投收、分类运输、分类利用、分类处置体系，统筹做好建筑垃圾源

头减量、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消纳处置等各项工作，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水平。>>>更多

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发布全国首个化学纤维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性

国家标准

2022 年 12 月 3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浙江省《化学纤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2563-2022) (以下简称《标准》)。《标准》是全国首个化学纤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标准》适用于《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中规定的化学纤维制造业 (C 28)，包括纤

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C 281) 、合成纤维制造 (C 282)和生物基材料制造(C 283) 等行

业。按产品类型涵盖了再生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等) 、合成纤维(涤纶、氨纶锦纶、睛纶、

丙纶、维纶、氨纶等) 以及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再生涤纶等) 。不适用于无机纤维工业。>>>

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见》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301/t20230104_1009423.html
https://jst.zj.gov.cn/art/2023/1/6/art_1229159348_58931549.html
https://jst.zj.gov.cn/art/2023/1/6/art_1229159348_5893154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EfHy7l_vOs6Ei8v1r4ZcQ
https://mp.weixin.qq.com/s/gEfHy7l_vOs6Ei8v1r4Z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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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适用于国务院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自公布之日起试行，有

效期为 2 年。试行期间法律法规和国家文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更多内容，点击

阅读

浙江省印发了《关于高质量推进“五水共治”、打造生态文

明高地的意见》

近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高质量推进“五水共

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意见》，意见明确了“五水共治”“新三五七”总体要求、重点

任务、保障措施等内容，为下阶段工作指明了方向。>>>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3/art_1692259_59025608.html
http://epb.hangzhou.gov.cn/art/2023/1/3/art_1692259_5902560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Cd6sHsDsYtNK93ip1Ea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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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征求意见稿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海洋环境

保护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12 月 30 日，中国人大网公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海洋

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等 7 部法律的制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为 2023 年 1 月 28 日。>>>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生态环境部拟修改国家标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12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网站公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海洋环

境（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 月 1 日。《导则》规定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的一般性原则、工作程序、内容、方法和要求，本次修改调整了海洋环境各要素评价等级的

判定方法、海洋环境评价范围的确定方法，删除了报告书、报告表的分类标准等，增设了海

洋环境风险评价章节、对现有常规监测资料的使用、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的内容要

求等。>>>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就《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规

划（2022-2025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全面提升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资源化利用和环境风险防控水平，浙江省生

态环境厅起草了《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规划（2022-2025 年）（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于 2 月 17 日前反馈浙江省生态环境

厅。>>>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就《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管

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2/9888634b67af4e4295a4e67534308ef3.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212/t20221230_1009140.html
http://sthjt.zj.gov.cn/art/2023/1/17/art_1229263559_50566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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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加强对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有效监

管工业固体废物转移活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起草了《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管

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于 2

月 19 日前反馈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 37 批指导性案例（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主题）

1 月 11 日，最高法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主题的最高人民法院第 37

批指导性案例。本批指导性案例共十件，主要涉及走私“洋垃圾”、毁损自然遗迹、偷排船

舶污水、非法采矿、破坏公益林地等不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类型，涵盖数人侵权、生

态环境损害后果认定、修复责任承担和验收标准、技改抵扣、应急处置措施和费用承担等实

体规则，以及诉前磋商、司法确认、先予执行等程序规则。>>>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2021-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发布

1 月 8 日，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与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主办、“中

国环境司法发展研究”课题组承办的“2021-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联合发

布会”在北京（国家法官学院）举办。本次联合发布会对 2021-2022 年度“中国十大环境

司法案例”进行了公布，并邀请专家对案件进行了评议。会议全程网络直播，累计有约 3.5

万人次观看。>>>更多内容，点击阅读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12/t20221230_100915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uXBG5uni6-mCPcC4koAOA
https://www.eco.gov.cn/news_info/61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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