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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年度分支机构工作考评结果 

 

一、 先进分支机构（11 个）： 

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固体废物分会 

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 

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 

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 

5.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察研究分会 

6.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 

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 

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 

9.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医学与健康分会 

1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 

1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分会 

二、合格分支机构（28 个）： 

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核安全与辐射安全专业委员会 

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委员会 

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监测专业委员会 

5.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6.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工程分会 

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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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1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 

1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能源与环境分会 

1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物理学分会 

1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管理分会 

1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产业分会 

15.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 

16.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植物环境与多样性专业委员会 

1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机动车（船）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1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地学分会 

19.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水处理与回用专业委员会 

2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化分会 

21.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专业委员会 

22.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农业专业委员会 

23.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化学分会 

24.生态食材与生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25.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生物学分会 

26.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海洋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2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标准与基准专业委员会 

2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 

三、基本合格分支机构（3 个）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变化分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与热能利用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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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激发环保领域市场主体活力，增加标准有效供给，

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等

有关规定，规范开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团

体标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以下简称“学

会标准”），是学会按照公开、透明、协商一致原则组织制定的

团体标准，是供团体成员及社会自愿采用的推荐性标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标准的制订、修订、实施、监督

和日常管理。 

    第四条 学会标准的制定原则是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满足环保行业发展需要及社会各界环保需

求，促进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 

    第五条 学会标准的范围包括： 

（一）引领科技创新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环境保护产品、工艺

和技术标准； 

（二）满足环境工程设计、施工与运营，环境评价、规划、

决策、管理等咨询，环境绩效评估，环境技术研究与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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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检测，环境贸易、金融服务，环境信息、教育与培训等环

境服务业市场需求的标准和规范等； 

（三）环境领域相关从业者的职业标准； 

（四）国际标准的对接与转化； 

（五）其他涉及环境领域的标准和规范等。 

    第六条 学会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团体代号、标准顺

序号和发布年代号构成。其中团体代号由学会英文名称缩写 CSES

大写字母构成。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学会标准组织机构包括：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评

价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技评价工作委员会”)、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标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标准工作办公室”)、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编制工作组”）、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 

    第八条 科技评价工作委员会是学会理事会工作机构，是学

会标准工作的领导机构及专家咨询审查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指导学会标准工作； 

（二）研究决定学会标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三）学会标准的立项论证、审查、复审； 

（四）核审需发布或作废的学会标准，报常务理事会审议； 

T/CSES-××××-×××× 

发布年代号 

标准顺序号 

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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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会标准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分歧裁定。 

    第九条 标准工作办公室是学会标准工作的办事机构，设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处科技咨询评价与推广部，负责学会标准

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工作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制定学会标准管理规章制度；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学会标准战略规划和发展计划； 

（三）负责学会标准立项、编制、审查、发布、复审、实施

与监督等程序环节的具体管理工作； 

（四）组织参加国家或国际标准化活动，并围绕学会标准工

作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研讨、经验交流等活动； 

（五）负责学会标准属性转化工作。 

    第十条 编制工作组是学会标准的编制机构，由提出标准立

项申请并通过立项论证的单位组织成立，由标准工作办公室负责

协调管理，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第十一条 根据标准制修订需要，学会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

可申请设立相关专业领域的标准化组织机构，制定标准制修订计

划，提出标准立项申请，对于通过立项论证的申请，组织成立编

制工作组。 

第三章  标准的制修订程序 

    第十二条 学会标准的具体立项工作，由标准工作办公室统

一负责。任何政府机构、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

制修订学会标准立项申请，并填写《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制修

订立项申请书》（见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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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标准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委员会相关专家论证立

项材料，论证结果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官网上公示 15 天，公示

期满且无异议的申请，由标准工作办公室报请科技评价工作委员

会同意后发文正式立项。 

    第十四条 学会标准一经正式立项，由申请单位组织成立编

制工作组并按立项要求起草学会标准。鼓励编制工作组吸纳生

产、科研、营销、用户等方面人员共同编写学会标准。 

    第十五条 学会标准编写格式应符合 GB/T1.1 的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标准初稿完成后，提交标准工作办公室定向征求

意见，同时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官网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周

期为 30 天。编制工作组根据意见修改标准初稿，形成标准送审

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见附 2.）和征求意见阶段意见汇总处理

表（见附 3.）。 

    第十七条 编制工作组应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

见阶段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标准工作办公室。标准

工作办公室根据标准送审稿内容从专家委员会中选定审查专家，

审查专家不少于 5 人，且为单数。 

    第十八条 学会标准送审稿审查采用会审方式，由审查专家

论证形成一致意见，决定是否通过审查。审查会应形成会议纪要

（见附 4.。 

    第十九条 通过审查的学会标准，由编制工作组根据会议纪

要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报批稿，报审查会专家组组长确认；不符

合发布要求的，退回编制工作组修改至合格为止。 

    第二十条 符合发布条件的学会标准，由科技评价工作委员

会核审后报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由学会理事长签署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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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 5.）。 

    第二十一条 学会标准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备案的出版机构

出版，其著作权归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所有。 

第四章  复审、实施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学会标准的复审，由标准工作办公室统一负责。

任何政府机构、行业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复审申请并填写《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复审

申请表》（见附 6.）。 

    第二十三条 学会标准复审申请由标准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

委员会相关专家审查论证，提出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作

废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当标准中的任何内容有过时或者错误信息，或

者需要新增内容，并且需求和可行性评估表示修订可以进行时，

应启动标准的修订。修订标准程序和制定新标准的程序一致。 

    第二十五条 需作废的学会标准，由科技评价工作委员会核

审后报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由学会理事长签署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标准作废公告（见附 7.）。 

    第二十六条 学会标准正式颁布后，学会会员单位和相关市

场主体均可采用。相关单位执行学会标准时，对标准使用中发现

的问题应及时反馈至标准工作办公室。 

    第二十七条 学会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由标准工作

办公室负责。 

第五章  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在学会标准制修订的任何阶段，编制工作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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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向标准工作办公室披露其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同时提供

有关专利信息及相应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未按要求披露其拥有的专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标准工作办公室应在涉及专利或者可能涉及专

利的学会标准批准发布前，对已知的专利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15 天。 

    第三十条 学会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的，标准工作

办公室应及时要求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做出专利实施许可

声明。该声明应由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在以下内容中选择一

项： 

（一）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

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项学会标准时实施

其专利；  

（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

基础上，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项学会标准时实施

其专利；  

（三）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

行专利实施许可。 

    第三十一条 学会标准发布后，发现标准涉及专利但没有专

利实施许可声明的，标准工作办公室应在规定时间内获得专利权

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未能在规定时间获

得声明的，标准工作办公室可视情况暂停实施该项学会标准，并

责成编制工作组修订该标准。 

    第三十二条 对于已经向标准工作办公室提交实施许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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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应事

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

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第三十三条 学会标准中所涉及专利的实施许可及许可使用

费问题，由标准工作办公室与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协商处

理。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三十四条 学会标准经费来源： 

（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赞助； 

（二）编制工作组的资助； 

（三）标准工作办公室开展专业领域标准化咨询、服务等工

作的收入； 

（四）学会标准的出版销售收入； 

（五）其他合法经费来源。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八届三次常务理事

会议审议通过。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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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 

标准名称  

编制类型 

制定 

修订 
原标准号  

局部修订 

采    标 

等同采用  

采标标准编号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无采标  

主编单位 

主  编  电 话  邮箱  

联系人  电 话  邮箱  

地  址  

编制周期  计划投入经费（万元）  

背景、目的和必要性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和范

围 

 

 

 

 

 

 

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 

 

相关情况简要说明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介绍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

准的协调关系； 

2、介绍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拟纳入本标准的技术先

进性、成熟程度以及是否涉及专利等； 

3、根据需要，拟开展哪些必要的专题研究、试验、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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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XX 标准》编制说明编制提纲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起草人

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二、标准制修订原则 

三、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专利情况说明；修订

标准应说明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四、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五、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七、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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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XX 标准》意见汇总处理表 
 

 

一、意见处理情况概况 

 

 

二、总体意见处理 

序

号 
总体修改意见 

提出意见的 

单位或专家 
处理结果 处理理由 

1     

2     

…     

 

三、具体意见处理 

序
号 

原条 
款号 

提出意见
的单位或

专家 

修改意见
及理由 

处理 
结果 

处理理由 
现条 
款号 

1       

2       

…       

注：1.具体意见按现条文顺序依次排列，针对同一条目的不  
      同意见应分别列出；不应按提出意见的来源排列。 

2.处理结果包括：采纳、部分采纳和不采纳。 
                                  

填写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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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学会标准会议纪要编写提纲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参加会议的代表及专家组

签名单 

    二、会议内容和过程简介 

    三、整体质量情况分析及对标准水平的评价（含格式

体例情况） 

    四、标准审查会议结果 

    五、标准的具体修改意见 

    六、会议决定的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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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公告 

20××年 第    号（总第    号）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批准《 （XX 标准） 》（T/CSES-

××××-××××）标准，现予公告。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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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复审申请表 

标准名称 
 

 

编制工作组

名称 

 

 

 

 

申请人： 

 

 

 

 

 

 

使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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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作废公告 

20××年 第    号（总第    号）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批准《 （XX 标准） 》（T/CSES-

××××-××××）标准作废，现予公告。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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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新增特邀常务理事候选人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 职称 单位名称 类别 

1 曾毅夫 男 53  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2 吕小明 男 51 会长 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3 吴水清 男 61 董事长 工程师 湖北金宝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4 成杭新 男 53 主任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勘查研究所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5 何晓秋 男 53 董事长 教授高工 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6 董永升 男 40 经理 高工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7 黄远东 男 53 副院长 教授 上海理工大学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8 毛志伟 男 58 总经理 教高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9 刘思明 女 54 总经理 教高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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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毅 男 48 总经理 高工 山东公用同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1 仲兆祥 男 48 主任 研究员 南京工业大学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12 张新功 男 50 董事长 高工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13 张全 男 54 院长 教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4 周立武 男 54 董事长 高工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15 李如燕 女 48 副主任 研究员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6 何建宗 男 48 院长 教授 香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7 徐彬 男 43 总工 高工 易高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8 张斌 男 54 所长 研究员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19 张国华 男 49 董事长 教授 
中科（深圳）微能量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20 周汾涛  男 42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 

特邀常务理事一年 

21 李如燕 女 48 副主任 研究员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特邀常务理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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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新增特邀理事候选人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单位名称 类别 

1 闫伦江 男 55 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
院 

特邀理事五年 

2 薛菲 男 39 总经理 工程师 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3 范绍佳 男 55 所长 教授 中山大学 大气科学学院 特邀理事五年 

4 骆建明 男 53 董事长 工程师 
 北京国环莱茵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5 熊文 男 50 副所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
究所 

特邀理事五年 

6 周发武 男 55 董事长 工程师  武汉巨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7 林晓 
 
男 

35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北京赛科康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一年 

8 蔡鲁江 男 50 副总 工程师 新弘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9 刘菲 女 48 副院长 教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特邀理事一年 

10 伍光英 男 52 副所长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
究所 

特邀理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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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汉强 男 52 副院长 研究员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特邀理事五年 

12 张广胜 男 50 董事长 高工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13 李广茹 女 45 副总 高工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
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14 周振 男 50 所长 教高 暨南大学 特邀理事五年 

15 管祖光 男 36 总经理 高工 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16 孙兆军 男 55 院长 教授 宁夏大学 特邀理事一年 

17 陈宏文 男 46 院长 研究员 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特邀理事五年 

18 邓大平 男 54 所长 研究员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
所 

特邀理事一年 

19 冯冠华 男 53 总经理 高工 
江阴嘉润石墨烯光催化技术有限
公司 

特邀理事一年 

20 何晋勇 男 42 董事长 高工 深圳深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一年 

21 栗勇田 男 43 总经理 高工 秦皇岛天大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一年 

22 史忠科 男 61 董事长 教授 西安费斯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特邀理事五年 

23 熊建 男 46 董事长 高级经济师 
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特邀理事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