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以来企业生态环境治理激励性政策文件清单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1

财政政策

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
贴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建〔2013〕390号 财政部 2013年7月24日 http://jjs.mof.gov.cn/tongzhigonggao/201307
/t20130731_971420.htm

2 关于印发2014年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环发〔2014〕130号

原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2014年9月16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40
9/t20140918_289246.htm

3 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5]128号

原环境保护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2015年11月25日 http://www.mee.gov.cn/home/ztbd/rdzl/dqst/j
dc/201511/t20151125_317686.shtml

4
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的通知

财建〔2016〕7号

财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2016年1月11日 http://www.most.gov.cn/tztg/201601/t201601
20_123772.htm

5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建〔2017〕238号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原环境保护部

能源局

2017年5月16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7-
05/20/content_5195490.htm

6 关于扩大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城市试点的通知

财建〔2018〕397号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住建部
能源局

2018年8月24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8/24/content_5316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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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7

财政政策

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财建〔2018〕578号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18年10月26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1/12/content_5357250.htm

8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财建〔2019〕138号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2019年3月26日 http://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1903/t2
0190326_3204190.htm

9 关于做好2019年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

色农业促进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农办计财〔2019〕22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9年3月26日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90
3/t20190327_6177367.htm

10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
见

环大气〔2019〕35号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2019年4月28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1904/t20190429_701463.html

11 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方案

建城〔2019〕52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2019年4月29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905/t201
90509_240490.html

12 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

财建〔2020〕86号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2020年4月23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4/23/content_5505502.htm

13
价格政策

关于扩大脱硝电价政策试点范围有关
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2〕
4095号 发展改革委 2012年12月28日 http://www.gov.cn/zwgk/2013-

01/10/content_2309064.htm

14 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
1638号 发展改革委 2013年8月26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30

8/t20130830_963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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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价格政策

关于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与
环保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
1651号 发展改革委 2013年8月27日 http://www.nea.gov.cn/2014-

09/29/c_133682226.htm

16 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
行监管办法

发改价格〔2014〕
536号

发展改革委
原环境保护部

2014年3月8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gwy/20140
4/t20140404_270185.htm

17 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

1216号 发展改革委 2014年6月5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40
6/t20140619_964151.html

18 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

1908号 发展改革委 2014年8月2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4-
08/28/content_2741689.htm

19 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
2835号

发展改革委
原环境保护部        

能源局

2015年12月2日 http://zfs.mee.gov.cn/hjjj/gjfbdjjzcx/lsjgzc/2
01603/t20160321_333903.shtml

20 关于印发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
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7〕
1684号 发展改革委 2017年9月19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

9/t20170925_962561.html

21 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
制的意见

发改价格规〔2018〕
943号 发展改革委 2018年6月2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7/02/content_5302737.htm

22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 光伏发电无补贴

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19
号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2019年1月7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1/t20190109_962365.html

23 关于三代核电首批项目试行上网电价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9〕
535号 发展改革委 2019年3月20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4/t20190401_962414.html

24 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
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9〕
761号 发展改革委 2019年4月28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4/t20190430_962433.html

25 关于公布2019年第一批风电 光伏发

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

发改办能源〔2019〕
594号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能源局综合司

2019年5月20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5/t20190522_962452.html

26 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9〕

882号 发展改革委 2019年5月21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5/t20190524_962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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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价格政策

关于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

财建〔2020〕199号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20年6月19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7/01/content_5523241.htm

28
关于核减环境违法等农林生物质发电
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
通知

财建〔2020〕591号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20年12月31日 尚未在网上公布

29

税费政策

关于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
策的纳税人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3〕2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3年4月1日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1304/t2
0130410_816042.htm

30
关于企业范围内的荒山、林地、湖泊
等占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
知

财税〔2014〕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4年1月20日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1402/t2
0140213_1043065.htm

31 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
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2014年 第5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年8月1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
5/c1150779/content.html

32 关于继续执行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

财税〔2016〕8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6年7月25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
5/c2250537/content.html

33
关于垃圾填埋沼气发电列入《环境保
护 节能节水项目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试行）》的通知

财税〔2016〕13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2016年12月1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
5/c2435725/content.html

34 关于环境保护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2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生态环境部

2018年3月30日 http://ln.mof.gov.cn/lanmudaohang/zhengcef
agui/201804/t20180425_2878806.htm

35
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
全国实施的通知

财税〔2018〕44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

2018年5月19日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1805/t2
0180528_29102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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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税费政策

关于节能 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74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2018年7月1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
5/c3640048/content.html

37 关于继续执行的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9年 第75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年6月28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
1/n810755/c4457446/content.html

38 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
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二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 第60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

2019年12月17日
https://www.miit.gov.cn/jgsj/zbes/wjfb/art/20
20/art_ffd5f07df4ba454d853e350fe2c69463.
html

39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第二十九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 第62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

2019年12月25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
art/2020/art_4081b22322a54680896d5325ef
0fe936.html

40 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
税政策问题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

60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2019年4月13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
10/16/content_5440620.htm

41 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
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20〕
561号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2020年4月7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
4/t20200416_1225845.html

42

绿色金融
政策

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 银监发〔2012〕４号 原银监会 2012年1月29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
ntent_2163593.htm

43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发〔2013〕10号 原环境保护部 
原保监会

2013年1月21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30
2/t20130221_248320.htm

44 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 银监发〔2013〕32号 原银监会
原林业局

2013年7月5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
ntent_2501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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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绿色金融
政策

关于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的通知

环发〔2013〕150号　　

 

原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原银监会　

2013年12月28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
ntent_2667624.htm

46 关于印发《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通
知

发改办财金〔2015〕
3504号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5年12月31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60

1/t20160108_963561.html

47 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 上证发〔2016〕1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年3月16日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l
isting/bond/c/c_20160316_4058800.shtml

48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银发〔2016〕228号

人民银行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原环境保护部 

原银监会 
证监会
原保监会

2016年8月31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gwy/20161
1/t20161124_368163.htm

49 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7〕

6号 证监会 2017年3月2日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
6201/201703/t20170303_313012.htm

50 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7〕 第20

号

人民银行 
证监会

2017年10月26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
ntent_5271800.htm

51 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
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2018〕29号 人民银行 2018年3月7日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3581
332/3730310/index.html

52 绿色投资指引（试行）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

2018年11月10日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zc
gz_zlgz/zlgz_hyzh/201912/t20191222_289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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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53

绿色金融
政策

关于推进金融支持县域工业绿色发展
工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节
〔2018〕24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农业银行

2018年11月2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
11/29/content_5344402.htm

54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企业债券工作
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20〕
111号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0年2月8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

2/t20200208_1220174.html

55 关于印发核保险巨灾责任准备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

/
银保监会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20年10月15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10/31/content_5556299.htm

56 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
意见

环气候〔2020〕57号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2020年10月20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57

生态补偿
政策

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82号 / 2016年12月29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
01/16/content_5160287.htm

5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16〕31号 / 2016年4月28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
05/13/content_5073049.htm

59 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

财建〔2016〕928号

财政部 
原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2016年12月2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
12/30/content_5154964.htm#1

60 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
保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财预〔2018〕19号 财政部 2018年2月13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2/24/content_5268509.htm

7

/xxgk2018/xxgk/xxgk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31/content_555629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6/content_51602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13/content_5073049.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30/content_515496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4/content_5268509.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2/t20200208_1220174.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29/content_5344402.htm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61

生态补偿
政策

关于印发《建立市场化 多元化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的通知

发改西部〔2018〕
1960号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
林草局

2018年12月28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
1/t20190111_962366.html

62 关于印发《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
的通知

发改振兴〔2019〕
1793号 发展改革委 2019年11月15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1

1/t20191120_1204116.html

63 关于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工作的函

发改环资〔2016〕
1659号 发展改革委 2016年7月2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

09/21/content_5110262.htm

64 关于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9〕22号 财政部 2019年12月16日 http://jx.mof.gov.cn/xxgk/zhengcefagui/2019
12/t20191226_3450736.htm

65

绿色
供应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7〕84号 / 2017年10月5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
10/13/content_5231524.htm

66 关于进一步做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
点工作的通知

商建函〔2020〕111
号

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

2020年4月10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4/15/content_5502671.htm

8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0/13/content_523152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4/15/content_550267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09/21/content_5110262.htm
http://jx.mof.gov.cn/xxgk/zhengcefagui/201912/t20191226_3450736.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11/t20191120_120411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1/t20190111_962366.html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67

绿色
供应链

关于印发《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
行）》的通知

商流通函[2014]973
号

商务部
原环境保护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年12月22日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gzdt/art/202
0/art_3c88b24eb44a421a9ea099cd6abaa7df.
html

68 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
目清单》的通知

财库〔2019〕18号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2019年3月29日 http://www.ccgp.gov.cn/zcfg/mof/201903/t20
190330_11833800.htm?siteid=1

69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
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财库〔2019〕9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2月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2/13/content_5365325.htm

70 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
单》的通知

财库〔2019〕19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2019年4月2日 http://www.ccgp.gov.cn/zcfg/mof/201904/t20

190403_11849836.htm

71 关于加强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

国市监标技〔2020〕
126号

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
邮政局

2020年7月28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8/09/content_5533459.htm

72

综合类
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

/ / 2020年3月3日 http://www.mee.gov.cn/zcwj/zyygwj/202003/
t20200303_767074.shtml

73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

国发〔2013〕24号 / 2013年7月4日 http://www.gov.cn/zwgk/2013-
07/15/content_2447814.htm

74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
意见

国发〔2013〕30号 / 2013年8月1日 http://www.gov.cn/zwgk/2013-
08/11/content_2464241.htm

9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gzdt/art/2020/art_3c88b24eb44a421a9ea099cd6abaa7df.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8/09/content_5533459.htm
http://www.ccgp.gov.cn/zcfg/mof/201903/t20190330_11833800.htm?siteid=1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13/content_5365325.htm
http://www.ccgp.gov.cn/zcfg/mof/201904/t20190403_11849836.htm
/zcwj/zyygwj/202003/t20200303_767074.shtml
http://www.gov.cn/zwgk/2013-08/11/content_2464241.htm
http://www.gov.cn/zwgk/2013-07/15/content_2447814.htm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75

综合类
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
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

国办发〔2016〕86号 / 2016年12月7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
12/07/content_5144554.htm

76
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

环规财〔2018〕86号 生态环境部 2018年8月31日 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sthjbw
j/201808/t20180831_457389.htm

77 关于深化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
袋实施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13〕
758号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
原工商总局
原质检总局
国管局
全国妇联

2013年4月17日 http://www.gov.cn/zwgk/2013-
04/23/content_2386735.htm

78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城
镇污水垃圾处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19〕
1227号

发展改革委
财政委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9年7月13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7/18/content_5411320.htm

79 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

发改能源规〔2019〕
1895号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农村部
应急管理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2019年12月4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
1912/t20191219_1213770.html

10

/gkml/sthjbgw/sthjbwj/201808/t20180831_457389.htm
http://www.gov.cn/zwgk/2013-04/23/content_238673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7/content_514455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8/content_5411320.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1912/t20191219_1213770.html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80

综合类
政策

关于印发《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发展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工信部联消费〔2019
〕278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卫生健康委
药监局

2020年1月2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xfp
gy/art/2020/art_b3c8238b6809444da60db7cd
1e93c125.html

81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综合〔2020〕13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3月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03/t20200304_767281.html

82
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
务落实“六保”任务坚决打赢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环厅〔2020〕27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6月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06/t20200604_782663.html

83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节

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改环资〔2020〕
790号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银保监会
全国工商联

2020年5月21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5/25/content_5514758.htm

84 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财建〔2015〕501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环境保护部

2015年6月25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5-
07/01/content_2887916.htm

85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质检总局 国家发改

委令第168号
原质检总局
发展改革委

2015年9月17日 http://www.cnca.gov.cn/zw/bmgz/202006/t20
200618_58615.shtml

86 关于做好放射性废物（源）收贮工作
的通知

环办辐射函〔2017〕
609号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年4月21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h/20170

4/t20170426_412987.htm

87 关于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方案（发电行业）》的通知

发改气候规〔2017〕
2191号 发展改革委 2017年12月18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

1712/t20171220_960930.html

88 关于发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
（试行）》的公告

公告 2019年 第19号 生态环境部 2019年5月29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1/201906/t20190617_706706.html

11

/xxgk2018/xxgk/xxgk01/201906/t20190617_70670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1712/t20171220_960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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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ca.gov.cn/zw/bmgz/202006/t20200618_58615.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5-07/01/content_288791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25/content_55147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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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gk2018/xxgk/xxgk03/202003/t20200304_767281.html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89

综合类
政策

关于印发《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
（发电行业）》《纳入2019-2020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
放单位名单》并做好发电行业配额预
分配工作的通知

国环规气候〔2020〕
3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12月29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12/t20201230_815546.html

90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部令第19号 生态环境部 2021年1月5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
01/06/content_5577360.htm

91 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
施方案的通知

建城〔2018〕104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2018年9月30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10/t201
81015_237912.html

92 关于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
计划》的通知

环水体〔2018〕181
号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2018年12月31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1901/t20190125_690887.html

93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
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发改产业〔2020〕
752号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5月14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
5/t20200515_1228206.html

94 关于印发《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准入条件（试行）》的通知

环办〔2015〕111号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年12月22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512
/t20151231_320911.htm?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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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6/content_55773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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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95

综合类
政策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发改环资〔2016〕

353号

发展改革委
中宣部
科技部
财政部

原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
原质检总局
旅游局
国管局

2016年2月17日 http://zfs.mee.gov.cn/hjjj/gjfbdjjzcx/qtjjzc/20
1606/t20160620_354782.shtml

96 关于印发水泥制造等七个行业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的通知

环办环评〔2016〕
114号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6年12月26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612

/t20161230_393685.htm

97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环评〔2018〕6
号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8年1月30日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802
/t20180207_431031.htm

98 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
评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19〕
872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11月29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6/202004/t20200413_774140.html

99 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19〕
934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年12月2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6/201912/t20191230_753385.html

100 关于做好“三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

环办环评〔2019〕65
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1月2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5/202001/t20200107_757964.html

101 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19〕
910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年12月1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6/201912/t20191220_749638.html

102 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
见

环环评〔2020〕49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9月2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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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ml/hbb/bgt/201612/t20161230_393685.htm
http://zfs.hjkt028.com/hjjj/gjfbdjjzcx/qtjjzc/201606/t20160620_354782.shtml
/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103

综合类
政策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环评〔2020〕63号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

2020年11月4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12/t20201202_811127.html

104
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
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
版）》

环办大气函〔2020〕
340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6月29日

105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12月1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6/202012/t20201216_813415.html

106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的通知

环办环评〔2020〕33
号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12月23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5/202101/t20210104_815870.html

107 关于印发《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工作
指南（试行）》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
9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1月6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6/202001/t20200107_757946.html

108 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
项的通知

环环评〔2020〕19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4月7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109

基础目录

第五批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公告2013年第29号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13年5月13日 http://www.gov.cn/zwgk/2013-
05/16/content_2403943.htm

110 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
发展改革委

公告2017年第3号 发展改革委 2018年2月2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3/02/content_5270117.htm

111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
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

财库〔2019〕9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2月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
02/13/content_5365325.htm

14

/xxgk2018/xxgk/xxgk06/202001/t20200107_757946.html
/xxgk2018/xxgk/xxgk05/202101/t20210104_815870.html
/xxgk2018/xxgk/xxgk06/202012/t20201216_813415.html
http://www.gov.cn/zwgk/2013-05/16/content_2403943.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13/content_5365325.htm
/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02_81112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02/content_5270117.htm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112

基础目录

符合《环保装备制造行业（大气治
理）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三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8年 第4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年8月1日

https://www.miit.gov.cn/search-front-
server/visit/link?url=/zwgk/zcwj/wjfb/gg/art/
2020/art_b706c1c79aee467b867ac3cef6fbeb
b2.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

113

符合《环保装备制造行业（污水治
理）规范条件》和《环保装备制造行
业（环境监测仪器）规范条件》企业
名单（第一批）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 第2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年7月25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
art/2020/art_9e3f765c914e45549fc7322aad8
571f4.html

114 关于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19〕
293号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能源局

2019年2月14日 https://www.ndrc.gov.cn/fggz/hjyzy/stwmjs/2
01903/t20190305_1220625.html

115

关于发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
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
十批）、汽车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名单
》的公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31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

2019年8月28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
1/n810755/c5141517/content.html

116 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 技术和装

备目录（2019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
利部联合公告2019年

51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

2019年11月13日

http://jsearch.mwr.gov.cn/jsearchfront/visit/li
nk.do?url=http%3A%2F%2Fqgjsb.mwr.gov.
cn%2Ftzgg%2F201911%2Ft20191120_1368
084.html&q= 

117 关于公布《国家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名录》的通知

水节约〔2020〕154
号

水利部 2020年7月21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07/27/content_5530287.htm

118 2020年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

企业名单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年 第41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10月27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
art/2020/art_4b50bf0033344822a80ef0c6026
e3101.html

15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art/2020/art_4b50bf0033344822a80ef0c6026e3101.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27/content_5530287.htm
http://jsearch.mwr.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3A%2F%2Fqgjsb.mwr.gov.cn%2Ftzgg%2F201911%2Ft20191120_1368084.html&q=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gg/art/2020/art_9e3f765c914e45549fc7322aad8571f4.html
https://www.ndrc.gov.cn/fggz/hjyzy/stwmjs/201903/t20190305_1220625.html
https://www.miit.gov.cn/search-front-server/visit/link?url=/zwgk/zcwj/wjfb/gg/art/2020/art_b706c1c79aee467b867ac3cef6fbebb2.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1517/content.html


政策类型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网站链接

119

基础目录

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名单》（第二批）的通知

工信厅节〔2020〕48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11月23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qt/a
rt/2020/art_8b3c2e95acf34c7ca3382d5634d8
05f7.html

120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15号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卫生健康委

2020年11月25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121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

部令第11号 生态环境部 2019年12月20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2/202001/t20200103_757178.html

1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

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16号 生态环境部 2020年11月30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

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16

/xxgk2018/xxgk/xxgk02/202001/t20200103_757178.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qt/art/2020/art_8b3c2e95acf34c7ca3382d5634d805f7.html
/xxgk2018/xxgk/xxgk02/202012/t20201202_811053.html
/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