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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30 日

香港消息
5 月 1 日起違反膠袋收費規定商戶將直接被罰款或檢控
由 5 月 1 日起，環保署人員在巡查時若發現違反膠袋收費規定的情況，將不會再作口頭警告，
而直接向違規商戶處以定額罰款 $2,000 元或檢控。詳請請瀏覽政府新聞公報網頁。
歐盟前期柴油商業車車主須於今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特惠資助申請
歐盟前期柴油商業車的車主申請特惠資助的期限為本年 12 月 31 日，環保署呼籲有意申領特惠
資助的車主盡早安排所需事項，並在截止日期前向運輸署提交申請。逾期申請將不獲受理。詳
請請瀏覽政府新聞公報網頁。

內 地 消 息 （資料由香港綫路板協會提供）
國務院發佈《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國務院 2015 年 4 月中旬正式發佈《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計劃》包含 10 條主要綱領，
被稱為《水十條》。該政策的發佈，標誌著中國全面加強水污染防治。
主要內容：
(一) 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1)

狠抓工業污染防治。全面排查裝備水平低、環保設施差的小型工業企業。2016 年底前，
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規要求，全部取締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小型造紙、制革、印
染、染料、煉焦、煉硫、煉砷、煉油、電鍍、農藥等嚴重污染水環境的生產項目。

2)

專項整治十大重點行業。制定造紙、焦化、氮肥、有色金屬、印染、農副食品加工、
原料藥製造、制革、農藥、電鍍等行業專項治理方案，實施清潔化改造。

3)

集中治理工業集聚區水污染。集聚區內工業廢水必須經預處理達到集中處理要求，方
可進入污水集中處理設施。2017 年底前，工業集聚區應按規定建成污水集中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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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裝自動線上監控裝置，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提前一年完成；逾期未完
成的，一律暫停審批和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設項目，並依照有關規定撤銷其
園區資格。
4)

強化城鎮生活污染治理。到 2020 年，全國所有縣城和重點鎮具備污水收集處理能力，
縣城、城市污水處理率分別達到 85%、95%左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提
前一年完成。

5)

全面加強配套管網建設。到 2017 年，直轄市、省會城市、計畫單列市建成區污水基本
實現全收集、全處理，其他地級城市建成區於 2020 年底前基本實現。

6)

推進污泥處理處置。現有污泥處理處置設施應於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達標改造，地級
及以上城市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應於 2020 年底前達到 90%以上。

7)

推進農業農村污染防治。

8)

加強船舶港口污染控制。

(二) 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9)

調整產業結構。依法淘汰落後產能。自 2015 年起，各地要依據部分工業行業淘汰落後
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指導目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及相關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
結合水質改善要求及產業發展情況，制定並實施分年度的落後產能淘汰方案，報工業
和信息化部、環境保護部備案。

10) 嚴格環境准入。建立水資源、水環境承載能力監測評價體系，實行承載能力監測預警，
已超過承載能力的地區要實施水污染物削減方案，加快調整發展規劃和產業結構。
11) 優化空間佈局。合理確定發展佈局、結構和規模。推動污染企業退出。城市建成區內
現有鋼鐵、有色金屬、造紙、印染、原料藥製造、化工等污染較重的企業應有序搬遷
改造或依法關閉。
12) 推進循環發展。加強工業水循環利用。鼓勵鋼鐵、紡織印染、造紙、石油石化、化工、
制革等高耗水企業廢水深度處理回用。
(三) 著力節約保護水資源
13) 對取用水總量已達到或超過控制指標的地區，暫停審批其建設項目新增取水許可。到
2020 年，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 6,700 億立方米以內。
14) 提高用水效率。到 2020 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3 年分別下降 35%、30%以上。
(四) 強化科技支撐
15) 大力發展環保產業。規範環保產業市場。推進先進適用的節水、治污、修復技術和裝
備產業化發展。
16) 加快發展環保服務業。明確監管部門、排污企業和環保服務公司的責任和義務，完善
風險分擔、履約保障等機制。鼓勵發展包括系統設計、設備成套、工程施工、調試運
行、維護管理的環保服務總承包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以污水、垃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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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工業園區為重點，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五)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17) 修訂城鎮污水處理費、排污費、水資源費徵收管理辦法，合理提高徵收標準，做到應
收盡收。
18) 健全稅收政策。依法落實環境保護、節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稅收優惠政策。
對國內企業為生產國家支援發展的大型環保設備，必需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及原材料，
免征關稅。加快推進環境保護稅立法、資源稅稅費改革等工作。研究將部分高耗能、
高污染產品納入消費稅徵收範圍。
19) 推行綠色信貸。加強環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環保、銀行、
證券、保險等方面要加強協作聯動，於 2017 年底前分級建立企業環境信用評價體系。
鼓勵涉重金屬、石油化工、危險化學品運輸等高環境風險行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六) 嚴格環境執法監管
20) 完善法規標準。健全法律法規。加快水污染防治、海洋環境保護、排污許可、化學品
環境管理等法律法規制修訂步伐。
21) 加大執法力度。所有排污單位必須依法實現全面達標排放。逐一排查工業企業排污情
況，達標企業應採取措施確保穩定達標；對超標和超總量的企業予以“黃牌”警示，
一律限制生產或停產整治；對整治仍不能達到要求且情節嚴重的企業予以“紅牌”處
罰，一律停業、關閉。自 2016 年起，定期公佈環保“黃牌”、“紅牌”企業名單。定
期抽查排污單位達標排放情況，結果向社會公佈。
22) 完善國家督查、省級巡查、地市檢查的環境監督執法機制，強化環保、公安、監察等
部門和單位協作，健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配合機制，完善案件移送、受理、立
案、通報等規定。
23) 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重點打擊私設暗管或利用滲井、滲坑、溶洞排放、傾倒含有
毒有害污染物廢水、含病原體污水，監測資料弄虛作假，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處理設
施，或者未經批准拆除、閒置水污染物處理設施等環境違法行為。對造成生態損害的
責任者嚴格落實賠償制度。嚴肅查處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領域越權審批、未批先建、
邊批邊建、久試不驗等違法違規行為。對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七) 切實加強水環境管理
24) 明確各類水體水質保護目標，逐一排查達標狀況。未達到水質目標要求的地區要制定
達標方案，將治污任務逐一落實到匯水範圍內的排污單位，明確防治措施及達標時限，
方案報上一級人民政府備案，自 2016 年起，定期向社會公佈。對水質不達標的區域實
施掛牌督辦，必要時採取區域限批等措施。
25) 全面推行排污許可。依法核發排污許可證。2015 年底前，完成國控重點污染源及排污
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地區污染源排污許可證的核發工作，其他污染源於 2017 年底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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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全力保障水生態環境安全
26) 保障飲用水水源安全。強化飲用水水源環境保護。防治地下水污染。
27) 深化重點流域污染防治。到 2020 年，長江、珠江總體水質達到優良，松花江、黃河、
淮河、遼河在輕度污染基礎上進一步改善，海河污染程度得到緩解。
(九) 明確和落實各方責任
28) 強化地方政府水環境保護責任。各級地方人民政府是實施本行動計畫的主體，要於 2015
年底前分別制定並公佈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逐年確定分流域、分區域、分行業的重
點任務和年度目標。
29) 落實排污單位主體責任。各類排污單位要嚴格執行環保法律法規和制度，加強污染治
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管理，開展自行監測，落實治污減排、環境風險防範等責任。
30) 嚴格目標任務考核。國務院與各省（區、市）人民政府簽訂水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
分解落實目標任務，切實落實“一崗雙責”。每年分流域、分區域、分海域對行動計
畫實施情況進行考核，考核結果向社會公佈，並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綜合考核
評價的重要依據。
31) 對未通過年度考核的，要約談省級人民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有關負責人，提出整改意見，
予以督促；對有關地區和企業實施建設項目環評限批。對因工作不力、履職缺位等導
致未能有效應對水環境污染事件的，以及干預、偽造資料和沒有完成年度目標任務的，
要依法依紀追究有關單位和人員責任。對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導致水環境質量惡
化，造成嚴重後果的領導幹部，要記錄在案，視情節輕重，給予組織處理或黨紀政紀
處分，已經離任的也要終身追究責任。
(十) 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
32) 依法公開環境信息。綜合考慮水環境質量及達標情況等因素，國家每年公佈最差、最
好的 10 個城市名單和各省（區、市）水環境狀況
33) 加強社會監督。為公眾、社會組織提供水污染防治法規培訓和諮詢，邀請其全程參與
重要環保執法行動和重大水污染事件調查。公開曝光環境違法典型案件。
詳情可瀏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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