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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本文件来源于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京津冀区域水环境质量综合管理与

制度创新研究”项目中的“京津冀地区水环境保护战略及其管理政策研究”课题（课题编号：

2018ZX07111001）任务要求。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通过水专项的研究，已形成了系统的水环境标准与排污许

可管理技术。“十一五”期间，通过水专项“流域水生态承载力与总量控制技术研究”、“控

制单元水质目标管理技术研究”“重点流域环境流量保障与容量总量控制管理关键技术与应

用示范研究”以及“流域水生态承载力与控制单元总量控制支撑技术研究”“海河流域水污

染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总体方案”等课题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流域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管理和

排污许可管理技术体系。但这些技术在京津冀区域还没有完全得到应用。 

为响应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总体框架，为落实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要

求，“十三五”亟需根据京津冀地区水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对现有水质目标管理技术进一步

完善和集成，将排污许可管理技术与近年来进行的固定源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及总量控制改革

相结合，在排污许可中增加取水、排污的统筹管理，构建适基于水环境质量的排污许可证

“2.0”管理体系。 

1.2 工作过程 

标准编制组主要开展了以下调查和研究工作： 

1.2.1 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计划 

2017 年，水专项课题申报成功后，课题承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在第一时间组

成标准编制组和工作团队，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为主编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北京全华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中心为参编单位。其中，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主要负责标准文本编制、总体思路把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全华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中心负责提供北运河、大清河等流域的实践经验与数据。编制组认真

学习领会了国家关于排污许可制的管理要求和文件精神，收集了排污许可制实施的相关基础

资料，并制定工作计划。 

1.2.2 梳理排污许可制实施情况 

通过文献整理与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评估的方式，对排污许可制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

析。2018 年 5 月，编制组对全国涉水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开展了评估研究，以重要信

息专报的形式上报生态环境部，并获得部长肯定批示。 

1.2.3 明确标准编制要求 

2019 年 3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组织召开了“京津冀地区水环境保护战略及

其管理政策研究”课题启动会及内部研讨会，会上明确了《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

制定技术指南》作为课题考核指标，是课题对排污许可管控体系提供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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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标准初稿起草 

在前期调研和研讨的基础上，2019 年 9 月，标准编制组起草完成了《基于流域排放标

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初稿。 

2019 年 9 月 19 日、2019 年 11 月 6 日、2019 年 11 月 28 日，标准编制组三次召开专家

咨询与研讨会，邀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单位的专家

与会并提出意见，修改完善了《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初稿。 

1.2.5 标准规范初审会 

2020 年 1 月 15 日，水专项“流域水质目标管理及监控预警技术”标志性成果标准规范

初审会（二期）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由水专项管理办公室领导及负责同时主持，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专家、“十三五”相关项目和课题负责人、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骨干出席了会议。

会上《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通过审查，成功在环境科学学会团体

标准中立项。 

会后，根据专家意见，编制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逐条修改和完善，形成《基于流域排

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1.2.6 标准专家咨询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编制组组织召开京津冀区域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关键技术专家研

讨会，根据专家意见对《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

修改完善。 

2 国内外相关标准 

2.1 主要国家、地区相关标准 

排污许可制度在国外相对成熟，尤以美国的排污许可制最为系统完备，加拿大、欧盟、

日本等国家也都各有特色。这些国家在排污许可制度方面获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其

制度设计思路也可供我们在规范制定过程参考。但在实际标准制定过程中需注意我国的国

情、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政府职能定位，使法规切合实际的要求和作用。 

2.1.1 美国 

美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涉水和涉气排污许可制分开发证，涉水

排污许可证体系是从事水污染控制的关键手段。美国的排污许可制制度是很多其他国家实施

排污许可的蓝本。 

1972 年 11 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制定《国家污染物排

放消除体系》（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NPDES），当中通过排放许可

制度去改善水质，美国排污许可制度由此正式确立。其后，美国国会于 1977 年对该法案进

行修订，最终形成美国防治水污染和实施水污染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基础，即《清洁水法》，

该法律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的功能定位、管理体系、适用范围、类型与流程等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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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法案的制定显著地改变了美国水污染控制的基本思路。修正案维持了以水质为

基准的污染物控制思路，但同样强调了基于工程技术的或末端治理的控制策略。为阐明国会

的这一思路转变，1972 年法案在 101 节中制定了一系列目标及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要求在 1985 年之前消除污染物排放到航行水域中的目标。这个目标并未实现，但一直作为

制定许可证的原则。1972 年法案也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即在 1983 年 7 月 1 日实行“提供可

以保护并繁殖鱼类、贝类及野生生物，并且人类能够进行水上娱乐活动的水质”。这个目标

的更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可垂钓、可游泳”的目标。法令还包括以下 4 个重要的原则： 

•不可随意向航行水域排放污染物； 

•排污许可证要求利用公共资源处理废物，并减少可能排入环境的污染物量； 

•废水必须按经济可行的最佳处理技术进行处理——无论其接纳水体的水质是何状态； 

•排放限值应当基于污水处理技术来制定，但如果企业采用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无法达

到受纳水体的水质标准，则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放限值。 

需要明确的是，法案的第四部分构建了废水排放许可证制度（402 节）来实现法案的目

标，这就是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系统（NPDES）。 

第一批 NPDES 许可证发放于 1972 至 1976 年，许可证根据当时的最佳可行处理技术

（Best Practicable Control Technology Currently Available, BPT）提出控制一些常规污染物，

主要集中在 BOD5、总悬浮物（TSS）、pH、油和油脂和部分金属。1972 年法案要求所有处

理设施在 1977 年 7 月 1 日之前均须达到最佳可行处理技术（BPT）水质标准的要求。另外，

该法令还要求所有处理设施必须在 1983 年 7 月 1 日以前达到最佳可行性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Economically Achievable,BAT）水质标准的要求。由于当时全国统一的基于废水

处理技术的排放标准尚未制定，第一批发放给工业设施的大部分许可证中的废水排放标准是

基于最佳专业判定（Best Professional Judgment,BPJ）制定的。到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前期，

第二批许可证的发放则开始强调对有毒物质的控制，但由于缺乏相关物质可处理性的信息，

最终未能实现。 

EPA 未能按照 1972 年法令的要求对有毒物质（排放）进行有效控制，导致了国家资源

防卫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对其提起诉讼（1976 年）。该案于

1976 年通过法庭达成了和解，和解令中规定了：（1）须“优先”控制的污染物；（2）须达

到基于技术水质标准的“重点行业”；（3）控制 1972 年法案要求的有毒物质排放。该和解令

的规定被纳入 1977 年清洁水法修正案框架，并使清洁水法重新将重点放在有毒物质的控制

上。 

1977 年对 1972 年法案的修正案，也就是 1977 年的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 CWA），

将污染物控制的重心由常规污染物转向了有毒物质。这一时期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控制被称

作第二批许可行动。BAT 控制的范围也扩大到有毒污染物。因此，BAT 执行的最后期限被

推迟到 1984 年 7 月 1 日。原本由 BPT 控制的常规污染物（BOD5、TSS、pH、粪大肠菌群、

油和油脂）受到新的标准——基于常规污染物最佳控制技术的标准（Best Conventional 

Pollutant Control Technology,BCT）的控制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BCT 执行的最后期限同

样是 1984 年 7 月 1 日。 

1987 年 2 月 4 日，国会通过水质法（Water Qualiy Act, WQA），对 CWA 进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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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A 中重点提出了各州达标的策略。WQA 要求所有州对区域内点源采用基于技术控制标

准后仍不能达标的水体进行识别。各州必须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来减少点源和非点源的有毒

有害污染物排放，以期达到水质标准。在其他措施中，这些计划需要提出比基于技术标准更

严格的污染物控制标准。 

水质法再次延长了达到 BAT 和 BCT 废水排放标准的期限至 1989 年 3 月 31 日。同时，

WQA 制定了控制工业废水和城市暴雨径流排放达到 NPDES 许可证要求的新时间表。工业

废水和暴雨径流排放也要达到与BCT/BAT相同的排放标准。城市分流制雨水系统（Municipal 

Separate Storm Sewer System,MS4）要求在最大可行性范围（Maximum Extent Practicable, 

MEP）内控制污染物排放。此外，水质法要求 EPA 对污泥中的有毒物质进行鉴定，并进行

总量控制。WQA 还发布了反倒退法令，禁止对已颁发的许可证进行降低排放限值、标准或

状况的修改。一些基于技术的限值可能有放松的情况，但除了被批准的变更外，禁止任何低

于现有排放基准或水质标准的情况出现。 

NPDES 规定了对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工厂排放各种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排放许可

的限制包括联邦环保局颁布的对特种类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以及对国家水体的水质标

准。NPDES 实施范围包括任何向国家水体排放污染物的点源设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规

定这些设施排放废水必须要持有美国联邦环保局或被授权的地方政府颁发的 NPDES 许可

证。典型的点源包括：市政污水系统、市政和企业雨水收集系统、工业和商业设施、规模化

养殖场、矿山、建筑工地等。 

排污许可证包括两方面的限制：技术控制和水质控制。技术控制包括最佳使用控制技术

（BPT）、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BCT）和最佳经济可行技术（BAT）。除了这些技术要

求，1972 年修订的《联邦水污染控制法》还建立了新污染源的执行标准（NSPS）。 

美国的每日最大总负荷（Total Maximum Daily Loads, TMDL）相对较为完整全面地将点

源和非点源污染纳入总量控制系统。根据《清洁水法》有关条款和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

的规定，州政府有责任为不达标水体制定综合考虑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的 TMDLs 计划。TMDL

是指“在满足水质标准的前提下，水体能够接受的污染物最大负荷量”。TMDLs 计划逐步形

成一套完整系统的总量控制策略和技术方法体系，成为美国确保地表水质达标的关键手段。

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1997 年颁布了 TMDL 计划实施技术指南，实施基于水质标准的

排污许可，把 TMDL 界定为“在满足水质标准的条件下，水体能够接受的某种污染物的最

大日负荷量，包括点源和非点源的污染负荷分配，同时考虑安全临界值和季节性的变化，从

而采取适当的污染控制措施来保证水体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 

2.1.2 加拿大 

加拿大的排污许可证作为一种实现各法规、政策、标准及工作目标融合的可操作性方式

存在。该国大部分环境法律都禁止向自然环境排放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物质，除非

排放得到了法规或者许可证的授权。所谓的“不利影响”涵盖了相当广的范围，例如扬尘、

噪声等都被包括其中。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都要获取许可证。在排污许可证规定项目

中，还包括企业对执行排污许可证的承诺。许可证一般是由省级监管部门以“批准证明”或

与其类似的形式进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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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各个省依据自身法律，其许可证制度又各有不同，较为典型的是安大略省环境许

可体系。安大略省环境许可体系实行 EASR（EASR 是一个在线注册系统，针对的是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风险较小的活动，以及适用于 EASR 操作规则的活动，适用于和以下设施有关的

活动：汽车修理设施、商业打印设施、供热系统、无害废物运输系统、小型落地式太阳能设

施、备用电源系统）和 ECA（ECA 是一个综合性的许可，它涵盖了企业与空气、噪声、废

物、污水相关的所有排放，设定了最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并明确相关要求和监控、汇报等义

务）并行的策略，使污染程度不同的活动可以分开进行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许可负担，

节省了许可成本。 

除安大略省外，加拿大其他省份均有各自的许可体系。如魁北克省要求向环境排放污染

物的项目必须要获得魁北克可持续发展、环境和园林部发放的 “授权证明”。 

2.1.3 欧盟 

欧盟于 1996 年颁布了《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 以下简称 IPPC 指令），该指令是综合性的污染控制指令，目标是对环境实施

综合管理，预防或减少对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控制工业和农业设施的废物产生量，确

保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该指令的颁布，代表了欧盟开始采用综合许可证制度，以期对各种

环境要素中的污染物进行统一控制。IPPC 指令要求具有较高污染潜力的工业和农业活动需

要获取许可证；只有规定的环保条件都得以满足才可以发放许可证。该指令适用于能源、金

属生产及加工、采矿、化工、废物管理、畜牧业等行业的新建或现有污染源。IPPC 指令的

核心要求是要根据经济可达的最佳可行技术对指定行业的污染设施发放综合许可证。 

2.1.4 英国 

英国的排污许可框架体系与欧盟略有差异。在英国，不同工业活动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都需要相应的准许条件。这些准许条件包括许可证、执照、承诺书等等，通过不同形式，不

同程序开展。 

英国存在两种类型的许可证：标准许可与临时许可。 

标准许可证是一种简单的许可证，当中要求许可证持有者遵守一系列标准规定。每种工

业活动都有其固定的规定，由英国环保局和行业组织协商承担。作为全国标准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标准许可相对申请进度快捷，程序简单，导则文件清晰扼要。 

如果某些工业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不在标准规定约束的范畴当中，就需要申请临时许可。

临时许可证当中包括了许可证持有者从事特定工业活动的适用条件。 

英国的许可证制度是建立在一系列法规当中的。这些法规指出了： 

（1）需要环境许可证或需要登记豁免的设施； 

（2）登记豁免的程序； 

（3）许可证申请和裁决的程序； 

（4）环境许可证的适用条件； 

（5）许可证的变更与注销程序； 

（6）简化的许可体系，称为“标准规定”； 

（7）遵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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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众参与办法； 

（9）诉讼办法。 

在法规中，违规的形式包括未获许可对管理设施进行操作、未获许可允许排放水体或地

下水、未遵守许可或公告等。认证机构应当将法规应用于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工作。法规效

应应当针对设施运行引发的风险、环境影响，以及运行单位的风险削减效果展开。认证机构

应当将精力集中在实现环境效益的工作上，并且应当对其职能进行公开。 

2.1.5 日本 

日本的排污许可制度配合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始于 1973 年濑户内

海的《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日本的总量控制策略是以广域闭锁性水域为对象，以保护水

环境、改善水质为目标的环境管理制度。通过实施水质总量减排措施，使污染极为严重的海

域和河川的水质得到了改善，恶臭现象减少，成功削减了相关水域的污染负荷量。在水污染

物总量控制过程中，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设施（共 215 个大类）分别规定了各种污染物的控

制标准浓度值（C 值），并由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确定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然后由

每个行业的 C 值和特定行业允许排水总量（日均允许排水量）计算各海域中各行业每年的

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值，并通过各行业处理技术决定其 C 值和总量目标。日本总量控制目

标值的确定是一个“自下而上”、技术水平决定总量控制目标的过程。区域总量控制目标是

由国家、地方和企业在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各地方和企业的执行能力所提出的目

标控制量。总量控制要求各排污企业达到其所属行业和设施类型的 C 值，并不涉及具体的

减排任务。本质上，日本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是指允许排放浓度和排放水量标准的“乘积”。 

2.2 我国排污许可制建设概况 

2.2.1 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情况 

我国的排污许可制度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但一直未发挥污染源管控作用。现

行的排污许可制是借鉴美国 NPDES 许可证制度以及 TMDL 总量控制计划而来，于 2015 年

开始进行了排污许可制的全面改革。2015 年《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自此开始了国家排污许可制改革。随后《水污染防治法》也规定了

企事业单位应当持证排污，禁止无证排污。2016 年国务院发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

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指出排污许可证核发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环境质

量不达标地区，要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或加严许可排放量等措施，对企事业单位实施更为严格

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推动改善环境质量。2018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2018 年部令第 48 号），也提出核发环保部门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规定的行业重点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核算方法，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确定排污单位的

许可排放量。 

为应对改革工作，生态环境部陆续发布了 30 多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规范、流程、技术要点与管理节点，其范围涵盖了国民

经济分类代码中几乎所有行业。2019 年 12 月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则界定了最新的排污许可证核发范围，将工业企业、水处理行业、水处理通

用程序以及畜禽养殖行业等主要涉水排放的固定源均纳入了排污许可制管理。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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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本上能够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范围涵盖全部主要行业的大部分重点企业。 

2.2.2 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 

截止 2019 年底，全国排污许可证已经核发 15.3 万家，涉及几十个行业，待发数量约为

300 万家，其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基本上是以行业排放水平为依据核定许可排放

量，暂未考虑与水质衔接。根据 2019 年 12 月底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排污单位分为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及登记管理，并非所有排污单位都许可

排放量，纳入排放量管理体系。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率不高，开展监测、计量的水污染物

以化学需氧量、氨氮为主，总磷、总氮及其他特征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提交执行报告数据的

较少，实施排污许可证与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衔接“堵点”尚未打通。 

2.2.3 排污许可证与关联制度衔接情况 

排放量管理是污染源定量管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污染源排放量统计主要

来源有总量控制、环境统计、排污许可及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等。经分析，在宏观层面，区域

的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环境统计等口径不衔接，区域与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目标未能与环

境质量联动；微观层面，以排污许可证为载体的污染源排放量未明晰，执行报告实际排放量

核算数据差异大。 

因数据来源有限，对 2018 年全国涉水污染源总量控制、环境统计、以及 2017 年排污许

可三套数据进行分析，详见表 1，主要结论如下： 

（1）各数据包含的管理范围与对象不同，从管理领域来看，总量控制＞环境统计＞排

污许可，从企业数量来看，环境统计＞排污许可＞总量控制。从行业情况来看，各行业差异

较大，无明显规律 

企业数量方面，2017 年环境统计包含的企业数量 16.1 万家，2018 年排污许可发证 4.2

万家，2018 年总量控制上报的企业数量为 2.3 万家，其中包含已经核发许可证的企业 12526

家，其他有减排工程的企业 1896 家，污水处理厂 8540 家。造成企业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排污许可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确定的行业范围进行发证，环境统计依

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进行统计，筛选排放量前 85%的重点监控企业，两者的规定范围

有较大差异。 

行业情况方面，各行业企业数量情况差异较大，无明显规律。造纸行业排污许可、环境

统计、总量控制企业数量基本相近，数量为 3000 多家；氮肥行业排污许可（213 家）、环境

统计（203 家）企业数量基本相近，但大于总量控制企业数量；印染行业排污许可数量（3920

家）远远少于环境统计企业数量（6356 家），差异主要是由于当时印染企业排污许可证仅发

放了含前处理、染色、印花工序的，行业内其余企业尚未发证，印染行业总量控制数据因与

排污许可衔接，企业数量也远远低于环境统计。 

（2）各套宏观排放量数据比较结果，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环境统计＞许可证执行报

告年报数据。执行报告年报数据远低于季报、月报加总数据且有数量级差距 

排污许可数据远大于环境统计等实际排放量数据。许可排放量因是按照企业排放标准或

现有总量控制要求进行核定的，是企业排放的“天花板”，因此宏观数据远大于其余口径实

际排放量数据。造纸、印染、氮肥行业许可排放数据为环境统计数据的 2-4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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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与环境统计数据相对接近但存在差异。总量控制与环境统计在全国各类污染源

宏观排放数据相对接近，2017 年全国总量控制工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等各类污染源合计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2098.8 万吨，氨氮为 215.1 万吨，与 2017 年环境统

计数据略有差异，但总体保持一致。 

重点行业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率约为 50-80%，年报数据远低于季报、月报加总数据且

有数量级差距。提交率方面，根据初步统计，全国 2018 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企业数

2.2 万家，提交率 55%，其中年报提交率 32.5%，季报提交率 49.3%。重点行业提交率相对

较高，造纸、印染、氮肥行业年报提交率分别为 72.4%、49.6%、54.9%，季报提交率分别为

84.5%、77.6%、83.7%。排放量数据方面，2018 年全国造纸行业年报实际排放化学需氧量

1.3 万吨，季报汇总数据 81.6 万吨，月报汇总数据 100.3 万吨，年报数据最低且与季报、月

报加和数据存在数量级差异。2018 年全国印染行业年报实际排放化学需氧量 93.1 万吨，季

报汇总数据 300.9 万吨，月报汇总数据 510.9 万吨，同样年报数据最低，且与造纸行业的污

染排放量存在数量级差异。氮肥行业也存在同样规律。 

重点行业执行报告数据与环境统计有较大差异，且各行业并无相同规律。以化学需氧量

为例，造纸行业 2018 年执行报告中，年报实际排放数据为环境统计数据的 11.7%，季报数

据则为环境统计数据的 7 倍；印染行业 2018 年执行报告中，年报实际排放数据为环境统计

数据的 9 倍，季报数据则为环境统计数据的 28 倍，甚至是印染行业许可排放量的 3 倍；氮

肥行业 2018 年执行报告中，年报实际排放数据为环境统计数据的 3%，季报数据则为环境

统计数据的 36%。 

表 1 2018 年各统计口径全国及重点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数据初步统计情况 

范围 
项目 

单位 
许可排放 

执行报告-

年报 

执行报告-

季报 
总量控制 环境统计 

年份 2018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17 年 

全国各

类污染

源 

COD 排放量 万吨 358.9 96.3 415.0 2033.7 2066.2 

NH3-N 排放量 万吨 31.2 0.8 44.3 209.4 210.8 

全国工

业企业 

企业数量 万家 4.0 1.3 2.1 2.3 16.1 

COD 排放量 万吨 358.9 96.3 415.0 未获取 未获取 

NH3-N 排放量 万吨 31.2 0.8 44.3 未获取 未获取 

造纸行

业 

企业数量 家 3275 2431 2836 1244 3586 

COD 排放量 万吨 69.7 1.3 81.6 19.6 11.1 

NH3-N 排放量 万吨 2.3 0.04 0.3 1.2 0.6 

印染行

业 

企业数量 家 3920 2116 3312 842 6356 

COD 排放量 万吨 30.8 93.1 300.9 1.4 10.6 

NH3-N 排放量 万吨 2.2 0.4 41.2 0.07 0.7 

氮肥行

业 

企业数量 家 213 118 180 76 203 

COD 排放量 万吨 2.8 0.03 0.4 0.3 1.1 

NH3-N 排放量 万吨 0.6 0.005 0.5 0.02 0.3 

2.3 排污许可证制度标准体系及本文件定位 

到 2020 年底，排污许可条例出台，排污许可基本形成了一套以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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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排放标准、行业可行技术指南、行业自行监测指南为框架的排污许可标准体系。其中，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共 72 份，加上总则有 73 份，文件中对排污单位基本情

况填报要求、产排污节点及许可排放限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环境管

理台账记录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合规判定方法等内容进

行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从行业角度出发，关注排污单位的技术经济可行性，但对入河

排污口的管控要求较少，且极少提到与环境质量挂钩的内容。 

本文件定位为这一套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补充文件，在排污许可证申请程

序、申请内容等充分与现行排污许可制度充分衔接的基础上，引入入河排污口的节点，确定

“入河排污口-点源”的响应关系，指导用户指定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限值，并与

现有排污许可限值进行衔接。本文件能够作为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质量衔接的有效支撑材

料，为打造排污许可证“2.0”版本提供指导。 

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3.1 落实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需要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实行排污

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

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排放许可制是依法规范企

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对企事业单位发放排污许可证

并依证监管实施排污许可制。 

为推进排污许可证的实施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国办发〔2016〕81 号），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思路。文件中明确提

出要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改变单纯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分解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的方式和总量减排核算考核办法，通过实施排污许可制，落实企事业单位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逐步实现由行政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转变，控制的范围逐渐统一到固定污染源。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要通过提高排放标

准或加严许可排放量等措施，对企事业单位实施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推动改善

环境质量。 

3.2 新形势下与环境质量衔接的迫切管理需求 

当前我国环境管理的核心是改善环境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

手段。固定污染源是我国污染物排放主要来源，且达标排放情况不容乐观。排污许可证抓住

固定污染源实质就是抓住了工业污染防治的重点和关键。对于现有企业，减排的方式主要是

生产工艺革新、技术改造或增加污染治理设施、强化环境管理，排污许可证重点对污染治理

设施、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以及管理要求进行许可，通过排污许可证强化环境保护精细

化管理，促进企业达标排放，并有效控制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量。 

2018 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转隶至生态环境部，为“打通岸上和

水里”奠定了基础。但目前排污许可制体系尚未考虑水功能区及入河排污口管理要素，尚未

能说清“受纳水体-入河排污口-排污管线-固定源”响应关系。此外，水功能区划归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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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控制断面数量将达到 3646 个，根据控制断面划定“国控断面汇水范围（以下简称汇

水单元）”并实施精细化管理，而水功能区管控要求的变化也尚未与排污许可证进行衔接，

这是“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开展排污许可制探索迫切需求。 

2020 年 1 月 12 日部长发布署名文章《持续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 提升环境监管效能》，

明确提出要“逐步将入河入海排污口、海洋污染源等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实现陆域、流域、

海域全覆盖”“研究构建基于区域环境质量的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对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

达标区域和非达标区域、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分类施策，实现精准减排”“结合国家、区

域、流域、行业管理需求，进一步统一规范许可事项和许可管理要求，按‘生产设施-治污

设施-排放口’工序关系优化简化排污许可证内容”。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2.0

版本”有了最迫切的管理需求。 

3.3 地方管理层面对落实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制的迫切需求 

从地方管理需求来看，实施固定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后，必然面临着固定源如何衔接流域

水质改善需求的问题，同时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转隶后，还应当理顺入河排污口与排污单

位出厂界排污口关系，落实排污单位执行流域排放标准及“一企一策”的排放管控要求，这

些都是现行的排污许可制未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2.0”

版本予以完善。 

4 标准制定的原则与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定的原则 

4.1.1 与我国现行的排污许可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衔接配套 

以《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以及各行业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为依据制定 本文件。 本文件旨在不违背现有管理要求和规

定下衔接排污许可量核算与流域排放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的关系。 

4.1.2 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满足相关环保标准要求 

 本文件指南针对入河排污口以及固定源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工作而制定，指导流域内

入河排污口以及固定源确定排污许可量、申请排污许可证和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 

4.1.3 流域水质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原则 

根据流域排放标准要求和水环境质量状况，结合各固定源、污染因子的特点，按照《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最终提出 本文件的技术要点，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与

入河排污口和固定源实际情况相吻合，使 本文件具有流域水质针对性和代表性。 

4.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本文件引入入河排污口，在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中衔接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填

报要求，设计填报表格。 

 本文件确定排污单位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制定方法，分“一对一”“一对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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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景确认排污单位执行的流域排放标准，并以此确定各排污单位的许可排放限值。 

 本文件确定了各排污单位及入河排污口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合规判定方法等要求，并确定与现有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的衔接。 

 本文件解决的重点问题包括三项：明晰排污许可证与相关管理制度的关系、明确许可

排放量计算方法、明确与现有排污许可制的衔接。 

a）明晰三大关系：明晰国控断面汇水范围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关系；

明晰入河排污口与排污单位出厂界排污口的关系；明晰排污单位执行的行业排放标准和流域

排放标准的关系。 

b）明确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明晰执行流域排放标准下的许可排放量核定，并考虑更

严格的排放要求；开展“断面水质-入河排污口-固定源排污单位”响应关系拆解；明晰各类

情形采用的“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响应关系计算方法，包括重污染行业优先削减法、等

比例削减法、行业处理费用加权等比例削减法、总处理费用最小单目标优化法等 7 种推荐方

法。 

c）明确与现有排污许可制度在有效期限与证后管理等方面的衔接，有效期限原则上为

5 年，时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期衔接。 

5 标准主要内容条文说明 

5.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的管理原则、技术路线、制定技术

要求以及与现有排污许可证的衔接，适用于指导京津冀区域制定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指导核发环保部门审核确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要求。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核发程序参见《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942-2018）。排污单位纳入

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管理的，其范围参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该名录未作规定的排污单位，确需纳入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管理的，其排

污许可管理类别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建议，报生态环境部确定。其他有需求的地区

可参照执行。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 本文件引用的有关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

引用文件主要包括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文件或标准、监测相关文件等。 

5.3 术语和定义 

就流域、水功能区、控制断面、汇水单元、入河排污口、流域排放标准、排污单位、许

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5.3.1 流域 

指地表水分水线所包括的集水区或汇水区范围。 本文件所指的流域包括江河、湖泊、

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定义引用自《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

（HJ94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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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流域排放标准限值 

HJ945.3-2020 将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定义为根据特定流域的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针

对流域范围内污染源制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文件延伸该定义，将流域排放标准限值

定义为适用于特定流域范围内全部或部分类型入河排污口和点源，主要针对断面超标或具有

超标风险的水污染物，基于水质目标制定、发布和实施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5.3.3 水功能区 

水功能区原为水利部推行的分区标准体系，2018 年机构改革后转隶至生态环境部。根

据《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2019〕36 号），水功

能区逐步与水环境控制单元整合，为“十四五”水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奠定基础。本定义引自

GB/T 50594，沿用水利部此前的定义。 

5.3.4 控制断面 

控制断面指在流域水环境管理领域，为掌握流域水质状况或开展考核设置的监测断面或

考核断面。 本文件所指控制断面，主要指“十四五”期间用于考核的国控断面，在京津冀

区域共计 196 个。 

5.3.5 汇水单元 

指控制断面所在汇水范围。原则上一个汇水单元对应一个控制断面，汇水单元水质需要

满足控制断面水质要求，还要满足所在水功能区功能定位及管控要求。按照京津冀区域流域

及汇水单元梳理，目前京津冀区域共计 187 个汇水单元，对应 196 个控制断面，保证每个汇

水单元都有一个至多个控制断面进行管控。 

5.3.6 入河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 2018 年自水利部转隶至生态环境部。在水利部，入河排污口定义为通过管

道、沟、渠、涵闸、泵站、隧洞等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废水，以及通过滩涂、湿地等间接排

放废水的排口。本文件沿用其定义。转隶后，生态环境部在水利部原先管理的排污口类型之

外，进一步拓展了排污口的定义，将向环境水体和海洋排放废水的各类排污口纳入管控范畴。

本文件所指入河排污口为生态环境部拓展的排污口类型。 

5.3.7 排污单位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对固定源范围有明确定义，并将管控范围内的固

定源称为排污单位。 本文件沿用名录中的定义，排污单位界定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排污单位与入河排污口可能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也可能是“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

关系。对于一个排污单位有多个入河排污口的，管理要求中通常要求清理合并，留下一个入

河排污口开展监测监管。对于多个排污单位共用一个入河排污口的，在 本文件中需要详细

探讨其排污许可量核定方法。 

5.3.8 许可排放限值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许可浓度限值与许可排放量限值。 本文件主要讨论的是基于流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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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因此主要是许可排放量限值。关于排污许可浓度限值，以流

域排放标准确定的浓度限值为依据，具体制定方法参考《京津冀区域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

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南》。 

5.3.9 特殊时段 

 本文件指的特殊时段，是指在流域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枯水期、丰（平）水期、调水期、

雨期、非雨期等特殊时段，在特殊时段，根据流域管理需求以及流域排放标准的规定，可能

执行更为严格的许可排放量限值。 

5.4 总体要求 

 本文件中，排污单位的管理要求，包括排污单位填报基本情况、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

求、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以及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要求、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换证程序等，均要与现行的排污许可申

请与核发规范及表格要求衔接统一。 本文件仅对排污单位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限

值确定进行规定，包括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及许可排放量。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 本文件规定了许可排放浓度限

值根据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限值根据 本文件规定的核算方法

予以核算，并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本文件特别规定，排污单

位在填报许可排放量时，应在排污许可平台中写明申请的许可排放量计算过程。 

5.5 排污单位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制定方法 

5.5.1 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信息收集 

由于基本情况填报要求与 本文件的核心要件排污许可量核定关系不大，基本上可以沿

用现有管理体系中的表单和规范文件。但由于现有的规范中对入河排污口的基本情况没有填

报要求，目前各行业填报的入河排污口信息也不足以支撑排放量核定的管理工作，因此 本

文件特别编制了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要求排污单位在提交排污许可证时需要填报包括入

河排污口名称、编码、执行的排放标准等基本信息，入河排污口对应的所有排污单位名称、

位置、排放污染物、排放限值等基本信息。参照其他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本文件设计了入

河排污口基本情况填报要求，格式参见附录 A。 

5.5.2 排污单位对应排放口的确定 

 本文件根据排污单位与排放口的对应关系，将入河排污口分为了只接收一个排污单位

废水、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以及接收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废水三种情形。 

入河排污口目前管理不够到位，主要问题就在于责任不够明晰。确定许可排放限值，很

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分清入河排污口与排污单位各自的责任。 

在入河排污口只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情形下，该排污单位毫无疑问作为基于流域排

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唯一申报主体及责任主体。 

在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情形下，容易出现责任推诿、扯皮的问题。 本

文件规定，选取其中污染负荷最大的排污单位作为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申报主

体，抓住主要矛盾；同时所有排污单位都是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根据排污口监测结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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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责任，避免出现借道排污或者偷排漏排的情况。 

在入河排污口接收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的情形下，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为基于流域

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申报及责任主体。但为了避免出现间接排放的排污单位超标，导致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超标的情况， 本文件建议各排污单位要按照纳管废水监测结果承担相应

责任，也就是说，要通过监测将纳管排污单位的排放责任与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责任

进行区分，从而达到落实入河排污口达标排放责任的目标。 

5.5.3 许可排放浓度的确定 

 本文件与《京津冀地区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南》为配套文件。

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其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按照《京津冀地区基于水质目标的流

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南》测算的结果实施。地方因水质达标要求，对排污单位实施“一

企一策”的更严格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实行特殊时段限产限排浓度要求的，从其规定。 

在这里特殊时段主要是指，枯水期水质恶化的时段；暴雨期点、面源污染集中下泄的时

段；因水质超标而实行临时排放限值要求的时段等。 

5.5.4 许可排放量的确定 

许可排放量核定，是在根据《京津冀地区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

南》规定确定并实施了流域排放标准后，部分排污单位依然不能满足水质达标要求的情况下，

对排污单位开展的许可排放量管控要求。 本文件通过列表方式规定了各种情形下排污单位

许可排放量确定方法。 

在汇水单元达标的情况下，建议所有排污单位水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采用所属行业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计算，无须执行更严格的许可排放量要求。排污单位

富余的许可排放量可作为排污单位的权益处置或出售。 

在汇水单元不达标的情况下，按照入河排污口与排污单位的对应关系，分别确定推荐的

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确定方法。 

 本文件提供了重污染行业优先削减法、等比例削减法、行业处理费用加权等比例削减

法、总处理费用最小单目标优化法、边际效益最大法、排污指标有偿加权分配法、多目标优

化法七个方法供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分配许可排放量使用。各地区可根据 本文件推荐的优

先序，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初始许可排放量基

础上，选择适宜的计算方法测算削减排放量，得到最终许可排放量。 

5.6 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实施要求 

5.6.1 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要求 

 本文件对排污单位的自行监测管理要求，参照现有的排污许可证规则实施。排污单位

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所在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编制自行监

测方案。 

由于目前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要求中主要针对的是出厂界排污口，对入河排污口并没

有监测规定，因此 本文件规定了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要求。 

a）对于入河排污口只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的，秉承减少排污口数量和监管误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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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这个排污单位在出厂界排污口和入河排污口中按要求明确其中一个开展监督、监测。

原则上 本文件鼓励将监测点设置在入河、入海处，以便于明确排污单位-受纳水体的对应关

系。主要申报排污口的排污单位，对从出厂界排污口到入河排污口这一段的排污管线负有监

测监察主体责任，要自我举证，避免其他排污单位私搭乱接、偷排漏排。 

b）对于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的，首先所有排污单位都有自证清白的需求，

在自己的出厂界排污口开展自行监测，以便于厘清入河排污口的超标责任。而入河排污口则

由生态环境部门或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兜底接管，开展监督性监测及抽查抽测。 

5.6.2 入河排污口环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 

 本文件对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参照现有的排污

许可证规则实施。 

 本文件要求在环境管理台账中增加入河排污口环境管理台账，台账应真实记录入河排

污口名称、编码、是否树立标志牌、是否完成规范化建设、排污口设置样式、是否安装监测

监控设施等信息，对于未发生变化的信息按年记录，1 次/年，对于发生变化的信息在发生变

化时记录 1 次；还应当记录污染排放情况、自行监测情况等信息，频次按照入河排污口自行

监测要求执行。 

5.6.3 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本文件要求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增加入河排污口编制内容，将入河排污口污染排

放情况、自行监测情况纳入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和季度执行报告中。并计算入河排污口

实际排放量，与入河排污口许可排放量进行比对及合规判定。 

入河排污口环境管理台账是排污单位自证清白的重要依据，执行报告的提交情况也是证

明排污单位按证排污、守法排污的重要文书。目前的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中，对执行报

告模块的提交是不区分行业特征的，并且只要求排污单位提交排放量数据，却未要求提交佐

证材料、原始数据、超标说明等判定排污单位是否达标的证明材料，需要予以改进。 

5.7 附录 

 本文件附录 A 属于资料性附录，设计的表格及填写说明仅供参考。 

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6.1 环境效益 

 本文件能够指导地方在现阶段实施的排污许可制基础上，核发水质导向的、基于流域

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确定更严格的许可排放量和排放浓度限值，从而为流域点源污染削

减做出贡献。 本文件实施后，地方可以根据所在流域的水质达标状况和流域排放标准执行

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执行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为固定源制定更严格的排放量管

控要求，从而推动推动流域的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水功能区功能达标，为“十四五”期间实现

排污许可证“2.0”版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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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经济技术分析 

 本文件在实施时，需配套《京津冀区域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

南》使用。对于大部分排污单位而言，如果位于水质维持型流域或汇水单元，可以不实施基

于水质的排污许可，实际影响的排污单位数量不足 20%。此外，在从水环境质量出发的前

提下，仅流域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无法满足管理要求时，需要执行更严格的许可排

放量限值，这再次极大地减少了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实施影响的排污单位范围。

从技术可达性看，排污单位可以通过特殊时段排放要求、间歇性生产等方式达到更为严格的

排放量管控要求，在服从水质的前提下进行排污不存在技术障碍。 

7 标准实施建议 

7.1 加强排污单位与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水平 

当前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规范中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均提出要求，但对入河排

污口的监测要求却不够明晰，无法真正连结排污单位与受纳水体。本文件实施后，建议进一

步明晰排污单位出厂界排污口与入河排污口之间的关系，加强排污单位尤其是入河排污口的

自行监测水平，提高涉水行业水量数据与排放浓度数据计量的准确性，为实施排污许可奠定

基础。 

7.2 积极推动排污单位将入河排污口管理信息纳入台账与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台账与执行报告是排污单位“按证排污”“履证排污”的重要凭据

和证明文件。要实施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首先需要保障排污单位及其入河排污口

均实现达标排放。要积极推动排污单位完善环境管理台账、按时提交执行报告，同时将入河

排污口的相关管理信息纳入排污许可证中，推动排污单位积极、主动实现达标排放。 

7.3 加强与现有排污许可证的衔接 

 本文件与现有的排污许可制度要加强衔接。实施流域排放标准的汇水单元，在流域排

放标准发布后，应对现行的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有效期限原则上为五

年，时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期衔接。变更及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计算建议由原

发证机关实施。 

8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原名为《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技术指南》，编制内容除排污许可

限值外，还包括了排污许可证管理、与现行排污许可证衔接等管理相关内容。在专家征求意

见过程中，有专家提出本文件的核心内容在于许可排放限值的制定，考虑团体标准的定位，

建议删除其中管理性内容，将标准文件名修改为《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限值制定技

术指南》。经商议，编制组采纳了专家意见，对标准文件名及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