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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態環境領域

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為進一步深化生態環境領域「 放管服 」

改革，協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

態環境高水平保護，不斷滿足人民日

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優美生態環

境需要，中國生態環境部提出《關於生

態環境領域進一步深化「 放管服 」改

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下稱：指導意見），以下將列出其中的

重點內容。

一、總體要求
( 一 ) 指導思想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

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認真落

實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放管服」改革部署要

求，堅持穩中求進，堅持統籌兼顧，以加快審

批制度改革、強化環境監管執法、優化生態環

境公共服務為重點，以推進環保產業發展為抓

手，以健全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為保障，深化生

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充分釋放發展活

力，激發有效投資空間，創造公平營商環境，

引導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

社會效益相統一，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

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 二 ) 基本原則

●	堅持問題導向：以解決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

突出問題為導向，強化生態環境政策措施對

促進產業升級、優化營商環境的正向拉動作

用。

●	堅持改革引領：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積

極推進生態環境領域簡政放權，不斷激發市

場主體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 資料來源：中國生態環境部

▓ 生態環境部在例行新聞發佈
會上，向媒體介紹生態環境領域

「 放管服 」改革的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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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分類施策：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領

域、不同行業的差異性，統籌兼顧，著力體

現生態環境政策法規制定的科學性和執行的

公平性、嚴肅性。

●	堅持落地見效：樹立「在監管中服務、在服

務中監管」的工作理念，確保放出活力、管

出公平、服出便利，切實提高「放管服」改

革措施成效。

二、 加快審批制度改革
 激發發展活力與動力

( 一 ) 進一步深化簡政放權

 轉變政府職能

●	 切實落實已下放和取消的生態環境領域行政審

批事項，做好生態環境機構改革涉及行政審批

事項的劃入整合和取消下放工作，推動修改相

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

●	 加快推動生態環境行政許可標準化，持續精

簡審批環節，提高審批效率。

●	 健全並嚴格落實主要行業環評審批原則、准

入條件和重大變動清單。

●	 各級生態環境部門不得違規設置或保留水土

保持、行業預審等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

●	 涉及法定保護區域的項目，在符合法律法規

規定的前提下，主管部門意見不作為環評審

批的前置條件。

●	 著力治理生態環境領域中介服務不規範、亂

收費行為。

●	 加快推進貨車年審、年檢和尾氣排放檢驗

「三檢合一」。

●	 持續推進「減證便民」行動，進一步壓縮行

政申請材料。

( 二 ) 進一步改革環評管理方式

 激發市場活力

●	 強化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

用上線和生態環境准入清單的宏觀管控，建

立健全對規劃環評、項目環評的指導和約束

機制，全面開展區域空間生態環境評價。

●	 加強制度聯動，排污許可證載入環評要求，

作為企業守法準則和監督執法依據。

●	 進一步細化規劃環評與項目環評聯動的管理

要求，避免重複評價。加大環評違法懲戒力

度，堅決遏制「未批先建」等違法違規行為。

●	 實施《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分類管理名錄》

動態修訂，優化環評分類。

●	 完善環評技術導則體系，更加聚焦環境影響

事項。

●	 加強環評質量管理，強化環評文件技術覆核。

●	 落實新修訂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

優化公眾參與程序和形式。

( 三 ) 進一步提高環評審批效率

 服務實體經濟

●	 各級生態環境部門要主動服務，提前指導，

開展重大項目審批調度，拉條掛賬形成清單，

會同行業主管部門督促建設單位盡早開展環

評，合理安排報批時間。

●	 優化審批管理，為重大基礎設施、民生工程

和重大產業佈局項目開闢綠色通道，實行即

到即受理、即受理即評估、評估與審查同步，

審批時限原則上壓縮至法定的一半。

●	 實施分類處理，對符合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的

項目一律加快環評審批；對審批中發現涉及

生態保護紅線和相關法定保護區的輸氣管線、

鐵路等線性項目，指導督促項目優化調整選

線、主動避讓；確實無法避讓的，要求建設

單位採取無害化穿 ( 跨 ) 越方式，或依法依

規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履行穿越法定保護區

的行政許可手續、強化減緩和補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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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環境監管執法

 營造公平發展環境
( 一 ) 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督察

 壓實責任推動高質量發展

●	 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向縱深發展，完善排

查、交辦、核查、約談、專項督察機制。

●	 持續開展中央和省級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回

頭看」或專項督察。

●	 推動加大鋼鐵、建材等重點行業落後產能淘

汰力度，取締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小型造

紙、製革、印染等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的生產

項目。

●	 加強督察整改，推動列入整改方案的污染治

理、生態修復、提標改造、產業調整等重大

項目整改到位、落地見效，倒逼解決制約高

質量發展的環境基礎設施短板和產業深層次

問題。

●	 健全投訴舉報和查處機制，分析全國生態環

境舉報信息，對群眾反映突出的生態環境問

題開展預警，定期發佈預警信息。

●	 加強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問責工作，對損

害生態環境的地方和單位的領導幹部，要依

紀依法精準問責。

( 二 ) 嚴格依法監管

 為守法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	 堅持依法依規，著力整治既無相關手續、又

無污染治理設施的「散亂污」企業，有效解

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	 綜合運用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限產停

產等手段依法處罰嚴重生態環境違法行為。

●	 對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被生態環境主管部門

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的企業，完成環境

整治要求並經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同意後，方

可恢復生產。

●	 全面落實「雙隨機、一公開」制度，實現對

不同生態環境守法水平監管對象的差別化管

理，對超標企業加大查處力度，對長期穩定

達標排放的合法企業減少監管頻次。

( 三 ) 嚴格禁止「 一刀切」

 保護合法合規企業權益

●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針對污染防

治的重點領域、重點區域、重點時段和重點

任務，按照污染排放績效和環境管理實際需

要，科學制定實施管控措施，有效減少污染

物排放，推動企業綠色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

堅決反對「一刀切」。

●	 各地在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執法中，嚴格禁止

「一律關停」、「先停再說」等敷衍應對做法，

堅決避免以生態環境保護為藉口緊急停工、

停業、停產等簡單粗暴行為。

●	 對於符合生態環境保護要求的企業，不得採

取集中停產整治措施。

●	 對工程施工、生活服務業、養殖業、特色產

業、工業園區，以及城市管理等重點行業和

領域，各地要推出細化防止「一刀切」的有

效措施，及時向社會發佈公告。

●	 對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執法中發現的問題，各

地應按要求制定可行的整改方案，加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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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根據具體問題明確整改階段目標，禁

止層層加碼，避免級級提速。

●	 各地要加強對生態環境保護「一刀切」問題

的查處力度，堅決遏制假借生態環境保護督

察等名義開展違法違規活動，對不作為、亂

作為現象，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嚴肅問責。

四、 優化生態環境公共服務

 增強服務高質量發展能力

( 一 ) 推進「 互聯網＋政務服務」

 提高政務服務效率

●	 啟動「生態環境部政務服務綜合平台—『互

聯網＋政務服務』平台建設」項目。

●	 建立網上審批數據資源庫，整合集成建設項

目環評、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登記等行政審

批系統，構建「一站式」辦事平台。

●	 優化門戶網站和行政審批大廳設置，全面推

進網上申報、輔以快遞 ( 紙件 ) 窗口受理，

加快實施「不見面」審批。

●	 督促地方完善污染源監管動態信息庫、執法

人員信息庫、隨機抽查信息系統，切實提高

生態環境政務信息服務能力。

( 二 ) 推動生態環境大數據建設

 提升信息服務水平

●	 開發全國生態環境監測實時共享數據庫，加

快生態環境大數據平台建設。

●	 加強生態環境信息互聯互通，實現數據資源

統一管理和集中共享，打破「信息孤島」。

●	 建立健全生態環境保護信息強制性公開制度，

監督重點排污單位及時公佈自行監測的污染

排放數據、治污設施運行情況、生態環境違

法處罰及整改情況等信息，公開排放不達標

設施的設備提供商、運營維護單位等信息。

•	建立生態環境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信息共享

機制，將企業生態環境違法違規信息納入金

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

•	大力推行排污企業環境信用記錄，深化部門

間企業信用信息共享和聯合懲戒，按照有關

規定在「信用中國」網站公開，並與排污許

可證、執法監督、綠色金融等政策聯動。

( 三 ) 強化生態環境科技支撐

 增強技術服務能力

●	 加強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科學觀測

研究站、環保智庫等生態環境保護科技創新

平台建設。

●	 圍繞生態環境保護科技成果轉化技術評估、

技術驗證、二次開發、技術交易、產業孵化

全鏈條，加快建立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科技成

果轉化綜合服務平台，定期發佈先進適用技

術推薦目錄，以及環保裝備和技術需求信息。

●	 推動建立生態環境專家服務團隊，對重點區

域、重點流域和重點行業進行把脈問診，開

展生態環境保護技術政策和技術供需對接，

提出切實可行解決方案。

●	 推行生態環境監測領域服務社會化，加強社

會監測機構監管，嚴厲打擊生態環境監測數

據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確保生態環境數據

真實準確。

五、 推進環保產業發展

 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增長點

( 一 ) 加快生態環境項目實施

 釋放環保產業有效需求

●	 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七大標誌性戰役為重

點，推進重大治理工程建設，有效帶動環保

產業發展。

●	 指導各地做好污染防治攻堅項目儲備規劃，

及時向社會公開項目信息與投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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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中央環保投資項目儲備庫。

●	 健全財政專項資金支持項目績效考評體系，

將工程實施進展、運維效率、服務效果等納

入考評。

●	 建立項目儲備、實施成效與資金安排聯動機

制。

●	 加快制修訂重點行業水、大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和規範，充分發揮標準對環保產業發展的

預期引領和倒逼促進作用。

( 二 ) 推進環境治理模式創新

 提升環保產業發展效果

●	 探索開展生態環境導向的城市開發 (EOD) 模

式，推進生態環境治理與生態旅遊、城鎮開

發等產業融合發展，在不同領域打造標杆示

範項目。

●	 以工業園區、小城鎮為重點，推行生態環境

綜合治理托管服務，啟動一批生態環境綜合

治理托管模式試點。

●	 在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創建、山水林田湖草

生態保護修復工程試點中，對生態環境治理

模式與機制創新的地區予以支持。

●	 推進與以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相適應的

工程項目實施模式，強化建設與運營統籌，

開展按效付費的生態環境績效合同服務，提

升整體生態環境改善績效。

●	 規範生態環境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PPP)

模式，加快推出《關於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推進生態環境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

實施意見》，採取多種方式支持對實現污染防

治攻堅戰目標支撐作用強、生態環境效益顯

著的 PPP 項目。

( 三 ) 加強行業規範引導

 促進環保產業健康發展

●	 依托行業協會、科研機構等研究發佈重點領

域生態環境治理項目基準收益率，引導行業

投資合理收益。

●	 對生態環境領域 PPP 項目與環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項目引入第三方擔保支付平台。

●	 開展生態環保企業信用等級評價，實施生態

環保標杆企業和生態環境違法企業信息公開。

●	 分類制定並推出《生態環境項目技術標評標

指南》，指導招投標機構完善評標流程和方

法，加大生態環境技術和生態環境效果評價

分值權重，有效防止惡性低價中標。

●	 推進高效除塵、污染場地修復、揮發性有機

物 (VOCs) 治理設備與材料等領域規範標準

的制定和發佈，提高環保產業標準化水平。

●	 完善生態環境技術評價制度，以實際運行成

效評估技術的先進性和適用性。

六、 健全生態環境經濟政策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的決定性作用

( 一 ) 創新綠色金融政策

 化解生態環保企業融資瓶頸制約

●	 積極推動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發揮國家

對綠色投資的引導作用，支持執行國家重大

戰略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點地區、重

點領域、重點行業。

●	 建立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將環境風險高、環

境污染事件較為集中的行業企業納入投保範

圍，加強環境風險監控。

▓ 生態環境部強調要「 落實
環保責任，完善環保制度 」，
加強保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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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建立區域性及全國性排污權交易市場，

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

●	 引導開發性金融資金對生態環境治理的投入。

●	 鼓勵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產品創

新，推動開展排污權、收費權、應收賬款、

知識產權、政府購買服務協議及特許經營協

議項下收益質押擔保融資。

( 二 ) 落實價格財稅政策

 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

●	 加快落實國家促進綠色發展的價格機制，地

方各級生態環境部門積極配合價格主管部門

建立並逐步完善污水處理收費、固體廢物處

理收費、節約用水水價、節能環保電價等價

格機制。

●	 研究完善市場化的環境權利定價機制，推動

環境權益及未來收益權切實成為合格抵質押

物。

●	 與稅務部門配合，大力推進環境保護稅徵管

能力和配套建設，逐步完善適用於本地區的

污染物項目及稅額標準。

●	 配合有關部門制定有利於生態環境保護的相

關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積極落實環境保護

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和第三方治理企業所得

稅優惠政策。

( 三 ) 創新環境經濟政策

 促進綠色生產和消費

●	 繼續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名錄在產業結構

優化中發揮效用，增加「高污染、高環境風

險」名錄產品種類。

●	 加快建立生態環境保護「領跑者」制度，探

索建立「領跑者」財政補貼、金融信貸支持

等政策。

●	 強化清潔生產審核機制，推行綠色供應鏈建

設。

●	 積極發揮綠色消費引領作用，推廣環境標誌

產品。

●	 完善綠色貿易政策，推廣中國綠色產品標準，

推動共建綠色「一帶一路」。

總結

地方各級生態環境部門要勇於擔當、主動作為，

強化協調配合，按照此意見要求，結合本地區

實際，創新做法，細化舉措，制定落實方案。

要加強宣傳引導，研究新問題、新情況，總結

推廣經驗，建立獎懲機制，對實施成效顯著的

地區予以表揚，對落實不力的予以通報，確保

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各項任務落到實

處、促進高質量發展取得實效。▓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生態環境和「放管服」改革的資訊，請瀏覽中國生態環境部的網頁：

www.mee.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