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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重要一年，国家将继续加强环境立法，推

进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制修订工作，打出环保组合拳。

冲压钣金行业中的酸洗液排放、噪音、清洗废液、喷涂等，涉及到污水处

理与排放的问题，企业如何走好环保治污之路，加快发展，一方面要对政策多

加研究了解，一方面需要自身不断提升，尽快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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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

新增建立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

录制度”（ 第四十七条）。一直以

来，到底哪些属于有毒有害的水污

染物？往往执法时大家都搞不清楚。

制定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后，对

于监管部门执法更清晰了，同时对

于企业来讲，要求也更加严格。

加大处罚力度

规定了比较重的处罚，如：(1) 纳

入按日计罚措施。对于超标排放者

可以处以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改变了以往“要不然罚

得很少，要不然罚得很多”的极端

“一企一证”，企事业单位排放水和大气污染物的法律要求

全部在排污许可证上予以明确，并承诺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

污并严格执行，确保实际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排放量等达

到许可要求。

信息化监督，2017 年基本建成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将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监管执法等工作流程及信息纳入

平台，对排污许可证和企业的主要产污设施、排放口进行统一编

码，逐步完善固定污染源排放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数据。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公布无证和不按证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名

单，纳入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

情况。(2) 对设置违法排污口的处罚

也重了很多：从原来罚款2~10万元，

变成处罚 20~100 万元；逾期不拆

除排污口的，原来处罚 10~50 万元，

修订草案提高到罚款50~150万元。

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承担连带责任

为了防止环评机构和环境监测

机构弄虚作假，增加了 “环评、

监测相关机构的责任”的规定（第

一百三十六条）。假如环境监测机

构在监测或者环评中弄虚作假的话，

将会与排污企业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

      方案》

该《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完成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建立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现“一证式”

管理。

          要点解读

     《水污染防治法 ( 修订

      草案 )》

这是《水污染防治法》施行 8 年

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修订，对现行法规

进行了一系列修订。

     要点解读

1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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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税

法》规定，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按照平移原则“费”

改“税”，根据现行排污费项目设置税目。

         要点解读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的税法，

执行后将依照本法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

排污费。

两档减税优惠，企业少排污少缴税。纳税人排

污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 30% 的，减按 75% 征税 ;

排污浓度低于标准 50% 的，减按 50% 征税。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

全面战略部署。

    要点解读

在《计划》中部署的全面强化

监管执法以及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方

面（第六条、第八条），两次明确

提及到对电镀等行业的监管和控制，

这将倒逼相关企业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加快升级改造步伐。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秘书长  王亦宁

“环保控制将成为新常

态，企业今后应在减排和资源

综合利用上下功夫，不要存在

侥幸心理。”

关于环保政策推进

十三五以来环保高压态式已成

常态， 2017 年工业领域污染物排

放达标已成国家规定必须完成的重

点工作，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作为

企业今后不达标就关停。

因此企业应该转变思想，主动

进行生产过程绿色化改造，上述企

业排放物都属于制造业需严格控制

的污染范围，今后应在减排和资源

综合利用上下功夫，不要存在侥幸

心理。 

关于标准制定

VOC 约束性排放标准，全国

标准目前还没有出台，正在分行业

和地区制定和实施，上面那些企业

重点排放污染物，国务院已开始进

行排放收费试点，详情见（发改价

格｛2015｝，2185 号文件）。

2 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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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环保促进会

      会长，杨朝飞

“治理环境污染，

要转变过去猫抓老鼠的

执法方式，要让企业作

为治污主体，重视企业

作用。”

      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副秘书长，

      李明远

“面对治污工作，

企业必须正面面对，逃

避解决不了问题。”

关于治污工作

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不

仅是发展经济的主体，而且也是环境污

染的治理主体，是环境信息的公开主体，

是环境损害的赔偿主体，是绿色项目的

投资主体。

如何发挥企业治污的主体作用

需要转变观念，解决长期以来形成

国家要求

国家正在下大力度进行环境治理，

尤其对工业领域的污染物的排放监管，

只会越来越严格。接下来，将进一步推

行在线监测与分析的手段，对各项排污

指标进行物化把关，透过数据采集，动

态传递实时信息。

企业如何面对

作为企业，必须要正面解决这一问

题，而不是被北京管制了就去天津、河北

或者其他地方，逃避绝不是办法。事实上，

按照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各种监测手

段、排污技术都是可以实现对污染物排

放进行控制的，企业应从管理和技术升

级改进等方面正确着手，健康发展。

的“万能政府”的认识。现在有一个传

统的认识，哪出了问题都靠政府，好像

只有政府可以解决，政府的角色确实非

常重要，但是，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力

量同样非常重要。

企业要主动承诺依法治污减排 , 承

诺赔偿环境损失 , 承诺公开环境信息 ,

并接受社会监督。

遭遇成本压力

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给企业带

来成本压力。2016 年 5、6 月到现在，

价 格 上 涨 50%，2016 年， 不 锈 钢 从

7000 元 / 吨 ( 含税毛坯 ) 左右，上涨到现

在的 11000 元左右。304 价格从 11800

元左右上涨到现在的 17000 元多，甚

至春节期间最高涨到 18000 元左右。

自我提升

严格的环保政策下，势必倒逼企业

更快创新思路，练好内功，转型升级，

提升自身产品质量，所以对于企业发展

来说也是好事。个人观点，相对于国企

体制政策等束缚，部分民营企业在创新

方面反应迅速，效果也非常显著。

量变达到质变，企业应完善员工

内部培训机制，多组织员工进行岗位

培训。企业领导要多关注企业数据以

及信息化发展，比如成品合格率的严

格管控等。

      湖北天琛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纪名泽

 关键词：成本压力 

3 基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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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虞维康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强

 关键词：期待标准 

存在问题

首先我们对国家对于环保下发的各

项政策都是非常赞同也愿意积极配合的。

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执行的

过程中，有一刀切的现象，没有一个标

准来对排放指标进行界定，导致很多企

业被迫停工停产，工人也无法发放工资，

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希望与建议

希望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标准体

系，这样，达标的企业自然可以正常开

工生产，反之进行整改或整顿，达到标

准后可以正常运转，这样对于企业、员

工以及社会维稳才是最有利的。

主要措施

首先，针对烟的排放，进行处理

后在水下排放白烟，有效降低了污染

指数。另外，污水排放处理，也由原

来的循环 3 圈调整为循环 6 圈，这样

虽然成本提高了，但也大大降低了污

染系数，达到合格的排放指标。

压力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1) 企业不知道从哪个方面着手整

改才可以达到环保标准，感觉茫然。有

环评的怎样治理才可以验收并办理排污

证，没环评的怎么做才能办环评，这些

都困扰着喷涂企业。(2) 多数企业已经

投入资金整改了，但是因各种原因不能

完善环保手续。(3) 涉及喷涂企业各个

环节都整改后，能不能办理环评手续，

怎么办理？

目前措施

喷涂企业已经投入资金进行了改

电、改气、改醇基燃料、改生物质，磷

化环节多数已经拆除，粉尘收集也按要

求整改到位，就等着办理相关手续。

建议

喷涂环节是青县支柱产业机箱的关

键工序，完全取消是无法做到的，需要

尽快出台办法，只要企业有意愿，就要

严格办理环评、验收、排污证等手续，

手续齐全后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严厉打

击，只要做到行业规范，就不会产生大

的污染。

最后建议对机箱行业自己有喷涂

的，还有就是单独喷涂厂的，给个环保

整改标准。

      青县农场副场长，

      董国宏

 关键词：手续

      苏州莱鑫精密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亚洲

 关键词：替代技术

技术替代

在钣金件的传统处理中，由于酸洗

磷化后排出的废水会造成污染，现在国

家对企业排污情况管制力度非常大，所

以公司在这方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采用技术替代的方

法：使用抛丸机，进行钣金件抛丸处理。

存在问题

虽然使用抛丸机进行作业，效率会

有所降低，但是成本便宜，又环保，所

以综合来讲，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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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

      联副会长、台盟天津市

      主委，叶惠丽

“打破天津、北京、河北

三地行政区划壁垒，尽快建

立联动协作机制，打赢京津

冀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1) 注重整体布局。综合考虑

京津冀三地流域水环境状况及水污

染形势，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惯

性思维，明确治理重点。

(2) 强化机构保障。建议由水

利部和环保部牵头，成立京津冀区

域水资源保护办公室，明确水污染

防治联动的原则、体制、制度、责

任追究，并积极探索以“河长制”

为依托的跨境管理模式。

(3) 实现信息共享，健全水监

测站网体系和调度系统，强化联防

联控数据互联互通。四是以保护流

域水环境、改善水质、保障生态需

水量为核心，实施上下游生态补偿。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环保修复

基金。基金来源可以是：对污染人

的惩罚，法院判决的补偿费用，还

有对他判决的罚金，再加上政府要

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以及社会的

捐赠。

这样各个方面来建立较大的统

一的环境修复基金，来开始考虑环

境的修复问题。一方面不能让燃煤

锅炉污染空气，不能让造纸厂污染

河流，不能让土壤被破坏。另一方

面，就是要赶快研究环境修复的问

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

      张立勇

“这次我来全国两会就提

出了一个议案建议，要建立

全国统一的环保修复基金。”

      东莞嘉丰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钢

 关键词：务实践行

务实环保

我们一直是务实地践行环保，注重

各项工艺、技术的环保改进提升，因此

在污染物排放方面各项目都达标。

成本问题

公司在环保方面投入不少资金，所

以压力是比较大的，问题是环保的要求

越来越严，之前做好的环保设备不久就

要升级，在 2016 年不断投入的资金约

600 万元。

主要措施

增设废水，废气，噪音等检测设备，

特别是废水检测都是进口的，试剂费用

也是每天都需 1000 元左右，成本很高。

同时，对现有废水处理设备增设及升级，

增设了对水中氧，氮处理的生化处理池。

4 两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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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常熟梦

      兰村党委书记，钱月宝

“建议用大数据给企业戴

上“环保金箍圈”。”

建议构建企业排污行为监管数

据库，纳入在线监测、排污收费

( 税 )、监察执法、环境统计、排

污许可证等一系列业务数据，结合

社会舆情、市民评价等客观数据，

给企业环保“画像”，发现潜在问

题名单，预判异常排污行为。

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

不断加强环境质量的预测能力，

实行污染流量调度机制，按季节、

按区域分配浓度和总量指标，让排

污许可证、重污染天气保障、重大

活动空气质量保障等制度措施可执

行、可落地、可检验。

资料来源 / 详情见：有关省（市、自治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日报 》(2017 年 02 月 10 日 14 版 )

省（市、自治区） 大气污染 土壤污染 水污染

北京

PM2.5 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 60 微
克 / 立方米；安排治理资金 182.2
亿元；全年压减燃煤 30%; 淘汰老
旧机动车 30 万辆。

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成
100 家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治理。

严格落实河长制；建设生态清洁小
流域 29 条；完成 57 条段黑臭水
体治理任务。

上海
全面完成中小锅炉、窑炉的清洁能
源替代和黄标车淘汰；新增新能源
汽车 4.4 万辆。

编制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启动 28 座污水处理厂改造，使污
水处理率达 92% 以上。

广东 扎实推进臭氧和 PM2.5 治理，确
保优良天数稳中有升。

稳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示范。

加快广佛跨界河流、茅洲河、练江、
小东江等流域污染综合治理，巩固
石马河、淡水河等整治成果。

天津

PM2.5 年均浓度降幅好于去年；
改燃关停 7 台煤电机组和 380 座
燃煤锅炉；关停淘汰落后企业 100
家。

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全面深化河长制管理；完成 53 座
污水处理厂改造；加强引江、引滦
水源保护。

河北

PM2.5 年均浓度下降 6% 以上；
城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消费 600 万吨以上，压减
焦炭产能 720 万吨。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00 平方公里
以上。

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展十大重点行
业清洁化改造、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入河排污口污染综合整治。

山西
全面完成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支持太原市率先实现清洁供暖
全覆盖。

完成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
推进汾河、桑干河等重点流域生态
修复治理。

江苏

大气质量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
任务，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实
施能源绿色化改造，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

行政村生活垃圾收集点全覆盖；着
力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实施 100 条以上城市黑臭河道整
治，推进 30 个村庄生活生活污水
治理试点建设。

浙江

完成大型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
造，全面淘汰改造燃煤小锅炉；建
立健全禁止秸秆露天焚烧长效机
制。 

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完成大
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
设。

完善河长制，全面消除劣 V 类水体。

辽宁
继续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并扩
大范围力争完成大气污染考核目
标。

开展沃土工程，实施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推进辽河、凌河保护区生态建设，
加大力度治理城市黑臭水体，城市
污水厂提标改造。

5 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