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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 《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和 《开发区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２项国家
环境保护行业标准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１３６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指导规

划和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批准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和 《开发区区域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等２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以发布。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ＨＪ／Ｔ１３０—２００３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

ＨＪ／Ｔ１３１—２００３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标准信息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和中国环境标准网站 （ｗｗｗ．ｅｓ．

ｏｒｇ．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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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各类开发

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保护环境，促进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规定了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内容和方法。

本导则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监督管理司提出，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１日批准。
本导则为首次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开始实施。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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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１　总则

１１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旅游度

假区等区域开发以及工业园区等类似区域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内容、方法和要

求。

１２　环境影响评价重点
１２１　识别开发区的区域开发活动可能带来的主要环境影响以及可能制约开发区发展的环境因
素。　　　
１２２　分析确定开发区主要相关环境介质的环境容量，研究提出合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案。
１２３　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开发区环境保护方案，包括污染集中治理设施的规模、工艺和布局的合
理性，优化污染物排放口及排放方式。

１２４　对拟议的开发区各规划方案 （包括开发区选址、功能区划、产业结构与布局、发展规模、基

础设施建设、环保设施等）进行环境影响分析比较和综合论证，提出完善开发区规划的建议和对

策。　　　
１３　工作程序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如图１所示。

２　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

２１　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的基本内容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ａ）开发区规划简介；
ｂ）开发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状况；
ｃ）规划方案的初步分析；
ｄ）开发活动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选择；
ｅ）评价范围和评价标准 （指标）；

ｆ）评价专题设置和实施方案。
２２　环境影响识别
２２１　按照开发区的性质、规模、建设内容、发展规划、阶段目标和环境保护规划，结合当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调查主要敏感环境保护目标、环境资源、

环境质量现状，分析现有环境问题和发展趋势，识别开发区规划可能导致的主要环境影响，初步判

定主要环境问题、影响程度以及主要环境制约因素，确定主要评价因子。

２２２　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两方面的环境影响识别。
２２３　一般或小规模开发区主要考虑对区外环境的影响，重污染或大规模 （大于１０ｋｍ２）的开发区
还应识别区外经济活动对区内的环境影响。

２２４　突出与土地开发、能源和水资源利用相关的主要环境影响的识别分析，说明各类环境影响因
子、环境影响属性 （如可逆影响、不可逆影响），判断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和影响时间等。

２２５　影响识别方法一般有矩阵法、网络法、ＧＩＳ支持下的叠加图法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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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２３　确定评价范围的原则
２３１　按不同环境要素和区域开发建设可能影响的范围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应包括开发区、开发区周边地域以及开发建设直接涉及的区域 （或设施）。区域开发建设涉及的环

境敏感区等重要区域必须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应保持环境功能区的完整性。

２３２　确定各环境要素的评价范围应体现表１所列基本原则，具体数值参照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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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确定评价范围的基本原则

评　价　要　素 评　价　范　围

陆地生态 　开发区及其周边地域，参考ＨＴ／Ｊ１９“非污染生态影响”

空　　气
　可能受到区内和区外大气污染影响的，根据所在区域现状大气污染源、拟建大气污染源
和当地气象、地形等条件而定

地表水 （海域）
　与开发区建设相关的重要水体／水域 （如水源地、水源保护区）和水污染物受纳水体，根

据废水特征、排放量、排放方式、受纳水体特征确定

地下水
　根据开发区所在区域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下水开采利用状况量，及其与开
发区建设活动的关系确定

声环境 　开发区与相邻区域噪声适用区划

固体废物管理 　收集、贮存及处置场所周围

２４　规划方案的初步分析
２４１　开发区选址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开发区性质、发展目标和生产力配置基本要素，分析开发区规划选址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开发区生产力配置一般有十二个基本要素，即土地、水资源、矿产或原材料资源、能源、人力资源、

运输条件、市场需求、气候条件、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能力、启动资金。

２４２　开发规划目标的协调性分析
２４２１　按主要的规划要素，逐项比较分析开发区规划与所在区域总体规划、其他专项规划、环境
保护规划的协调性，包括区域总体规划对该开发区的定位、发展规模、布局要求，对开发区产业结

构及主导行业的规定，开发区的能源类型、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置、给排水设计、园林绿化等基

础设施建设与所在区域总体规划中各专项规划的关系，开发区规划中制定的环境功能区划是否符合

所在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等。

２４２２　可采用列表的方式说明开发区规划发展目标及环境目标与所在区域规划目标及环境保护目
标的协调性。

２５　评价专题的设置
２５１　评价专题的设置要体现区域环评的特点，突出规划的合理性分析和规划布局论证、排污口优
化、能源清洁化和集中供热 （汽）、环境容量和总量控制等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内容。

２５２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一般设置以下专题
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ｂ）规划方案分析与污染源分析；
ｃ）环境空气影响分析与评价；
ｄ）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ｅ）固体废物管理与处置；
ｆ）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总量控制；
ｇ）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ｈ）开发区总体规划的综合论证与环境保护措施；
ｉ）公众参与；
ｊ）环境监测和管理计划。

２５３　区域开发可能影响地下水时，需设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主要评价工作内容包括调查
水文地质基本状况和地下水的开采利用状况、识别影响途径和选择预防对策和措施。

２５４　涉及大量征用土地和移民搬迁，或可能导致原址居民生活方式、工作性质发生大的变化的开
发区规划，需设置社会影响分析专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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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３１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本内容
３１１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文字简洁，图文并茂，数据详实，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准确。
３１２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本章节

ａ）总论；
ｂ）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开发现状；
ｃ）环境状况调查和评价；
ｄ）规划方案分析与污染源分析；
ｅ）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ｆ）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ｇ）开发区总体规划的综合论证和环境保护措施；
ｈ）公众参与；
ｉ）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ｊ）结论。

３２　总论
３２１　开发区立项背景
３２２　环评工作依据 （列出现行的环保法规、政策、开发区规划文本等）

３２３　环境保护目标与保护重点 （包括所在区域的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重点），并在地图上标

出可能涉及的环境敏感区域和敏感目标

３２４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与评价重点
３２５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３２６　区域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标准 （附区域环境功能区划图）

３３　开发区规划和开发现状
３３１　开发区总体规划概述
３３１１　开发区性质。
３３１２　开发区不同规划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指标，包括开发区规划的人口规模、用地规模、产值规
模、规划发展目标和优先目标以及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３３１３　开发区总体规划方案及专项建设规划方案概述，说明开发区内的功能分区，各分区的地理
位置、分区边界、主要功能及各分区间的联系。附总体规划图、土地利用规划等专项规划图。

３３１４　开发区环境保护规划 （简述开发区环境保护目标、功能分区、主要环保措施）。附环境功

能区划图。

３３１５　优先发展项目清单和主要污染物特征。
３３１６　在规划文本中已研究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和／或替代方案。
３３２　对于已有实质性开发建设活动的开发区，应增加有关开发现状回顾，包括：

ａ）开发过程回顾；
ｂ）区内现有产业结构、重点项目；
ｃ）能源、水资源及其他主要物料消耗、弹性系数等变化情况及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
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ｅ）区内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３４　区域环境状况调查和评价
３４１　区域环境概况

简述开发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概况、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等主要特征，说明区域内重要自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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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开采状况、环境敏感区和各类保护区及保护现状、历史文化遗产及保护现状。

３４２　区域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基本内容
３４２１　空气环境质量现状，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和控制现状。
３４２２　地表水 （河流、湖泊、水库）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包括河口、近海水域水环境质量

现状）、废水处理基础设施、水量供需平衡状况、生活和工业用水现状、地下水开采现状等。

３４２３　土地利用类型和分布情况，各类土地面积及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３４２４　区域声环境现状、受超标噪声影响的人口比例以及超标噪声区的分布情况。
３４２５　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废物处理处置以及回收和综合利用现状。
３４２６　环境敏感区分布和保护现状。
３４３　区域社会经济

概述开发区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近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远期发展目标。

３４４　环境保护目标与主要环境问题
概述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和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和指标，分析区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并以表格

形式列出可能对区域发展目标、开发区规划目标形成制约的关键环境因素或条件。

３５　规划方案分析
３５１　将开发区规划方案放在区域发展的层次上进行合理性分析，突出开发区总体发展目标、布局
和环境功能区划的合理性。

３５２　开发区总体布局及区内功能分区的合理性分析。
３５２１　分析开发区规划确定的区内各功能组团 （如工业区、商住区、绿化景观区、物流仓储区、

文教区、行政中心等）的性质及其与相邻功能组团的边界和联系。

３５２２　根据开发区选址合理性分析确定的基本要素，分析开发区内各功能组团的发展目标和各组
团间的优势与限制因子，分析各组团间的功能配合以及现有的基础设施及周边组团设施对该组团功

能的支持。可采用列表的方式说明开发区规划发展目标和各功能组团间的相容性。

３５３　开发区规划与所在区域发展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将开发区所在区域的总体规划、布局规划、环境功能区划与开发区规划作详细对比，分析开发

区规划是否与所在区域的总体规划具有相容性。

３５４　开发区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宜度分析。
３５４１　生态适宜度评价采用三级指标体系，选择对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影响最大的一组因素作
为生态适宜度的评价指标。

３５４２　根据不同指标对同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作用大小，进行指标加权。
３５４３　进行单项指标 （三级指标）分级评分，单项指标评分可分为４级：很适宜、适宜、基本
适宜、不适宜。

３５４４　在各单项指标评分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综合评价。
３５５　环境功能区划的合理性分析。
３５５１　对比开发区规划和开发区所在区域总体规划中对开发区内各分区或地块的环境功能要求。
３５５２　分析开发区环境功能区划和开发区所在区域总体环境功能区划的异同点。根据分析结果，
对开发区规划中不合理的环境功能分区提出改进建议。

３５６　根据综合论证的结果，提出减缓环境影响的调整方案和污染控制措施与对策。
３６　开发区污染源分析
３６１　根据规划的发展目标、规模、规划阶段、产业结构、行业构成等，分析预测开发区污染物来
源、种类和数量。特别注意考虑入区项目类型与布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阶段性的特点。

３６２　根据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分析确定近、中、远期区域主要污染源。鉴于规划实施的时间跨
度较长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污染源分析预测以近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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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　区域污染源分析的主要因子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重点控制污染物；
ｂ）开发区规划中确定的主导行业或重点行业的特征污染物；
ｃ）当地环境介质最为敏感的污染因子。

３６４　污染源估算方法。
３６４１　选择与开发区规划性质、发展目标相近的国内外已建开发区作类比分析，采用计算经济密
度的方法 （每平方公里的能耗，或产值等），类比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

３６４２　对于已形成主导产业和行业的开发区，应按主导产业的类别分别选择区内的典型企业，调
查审核其实际的污染因子和现状污染物排放量，同时考虑科技进步和能源替代等因素，估算开发区

污染物排放量。

３６４３　对规划中已明确建设集中供热系统的开发区，废气常规因子排放总量可依据集中供热电厂
的能耗情况计算。

３６４４　对规划中已明确建设集中污水处理系统的开发区，可以根据受纳水体的功能确定排放标准
级别和出水水质，依据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估算开发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未明确

建设集中污水处理系统的开发区，可以根据开发区供水规划，通过分析需水量，估算开发区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

３６４５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应主要依据开发区规划人口规模、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并充分考虑
经济发展对生活垃圾增长影响的基础上确定。

３７　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３７１　空气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主要内容
３７１１　开发区能源结构及其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３７１２　集中供热 （汽）厂的位置、规模、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预测与分析。

３７１３　工艺尾气排放方式、污染物种类、排放量、控制措施及其环境影响分析。
３７１４　区内污染物排放对区内、外环境敏感地区的环境影响分析。
３７１５　区外主要污染源对区内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
３７２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主要内容
３７２１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应包括开发区水资源利用、污水收集与集中处理、尾水回用以
及尾水排放对受纳水体的影响。

３７２２　水质预测的情景设计应包含不同的排水规模、不同的处理深度、不同的排污口位置和排放
方式。

３７２３　可以针对受纳水体的特点，选择简易 （快速）水质评价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３７３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主要内容
３７３１　根据当地水文地质调查资料，识别地下水的径流、补给、排泄条件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之
间的水力联通，评价包气带的防护特性。

３７３２　根据地下水水源保护条例，核查开发规划内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分析建设活动影响地下
水水质的途径，提出限制性 （防护）措施。

３７４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式及其影响分析主要内容
３７４１　预测可能的固体废物的类型，确定相应分类处理方式。
３７４２　开发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纳入所在区域的固体废物管理／处置体系的，应确保可利用的固
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如符合垃圾卫生填埋标准、符合有害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标

准等），并核实现有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可能提供的接纳能力和服务年限。否则，应提出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建设方案，并确认其选址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３７４３　对于拟议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方案，应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选址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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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　噪声影响分析与评价主要内容
３７５１　根据开发区规划布局方案，按有关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原则和方法，拟定开发区声环境功能
区划方案。

３７５２　对于开发区规划布局可能影响区域噪声功能达标的，应考虑调整规划布局、设置噪声隔离
带等措施。

３８　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总量控制
３８１　按照根据区域环境质量目标确定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原则要求，并提出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
３８２　在提出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的工作内容要求时，应考虑到集中供热、污水集中处理排放、固
体废物分类处置的原则要求。

３８３　大气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总量控制主要内容
３８３１　选择总量控制指标：烟尘、粉尘、ＳＯ２。
３８３２　对所涉及的区域进行环境功能区划，确定各功能区环境空气质量目标。
３８３３　根据环境质量现状，分析不同功能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
３８３４　结合当地地形和气象条件，选择适当方法，确定开发区大气环境容量 （即满足环境质量

目标的前提下污染物的允许排放总量）。

３８３５　结合开发区规划分析和污染控制措施，提出区域环境容量利用方案和近期 （按五年计划）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３８４　水环境容量与废水排放总量控制主要内容
３８４１　选择总量控制指标因子：ＣＯＤ、ＮＨ３、ＴＮ、ＴＰ等因子以及受纳水体最为敏感的特征因子。
３８４２　分析基于环境容量约束的允许排放总量和基于技术经济条件约束的允许排放总量。
３８４３　对于拟接纳开发区污水的水体，如常年径流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应根据环境功能区
划的所规定的水质标准要求，选用适当的水质模型分析确定水环境容量 （河流／湖泊：水环境容量，
河口／海湾：水环境容量／最小初始稀释度，（开敞的）近海水域：最小初始稀释度）；对季节性河流，
原则上不要求确定水环境容量。

３８４４　对于现状水污染物排放实现达标排放，水体无足够的环境容量可资利用的情形，应在制定
基于水环境功能的区域水污染控制计划的基础上确定开发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３８４５　如预测的各项总量值均低于上述基于技术水平约束下的总量控制和基于水环境容量的总量
控制指标，可选择最小的指标提出总量控制方案；如预测总量大于上述二类指标中的某一类指标，

则需调整规划，降低污染物总量。

３８５　固体废物管理与处置主要内容
３８５１　分析固体废物类型和发生量，分析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处置措施及方
案，可采用固体废物流程表的方式进行分析。

３８５２　分类确定开发区可能发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可采用类比的方式预计固体废物的发生量。
３８５３　开发区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应纳入所在区域的固体废物总量控制计划之中，对固体废物的
处理处置，符合区域所制定的资源回收、固体废物利用的目标与指标要求。

３８５４　按固体废物分类处置的原则，测算需采取不同处置方式的最终处置总量，并确定可供利用
的不同处置设施及能力。

３９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３９１　调查生态环境现状和历史演变过程、生态保护区或生态敏感区的情况，包括生物量及生物多
样性、特殊生境及特有物种，自然保护区、湿地，自然生态退化状况包括植被破坏、土壤污染与土

地退化等。

３９２　分析评价开发区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功能及生态景
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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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２１　分析由于土地利用类型改变导致的对自然植被、特殊生境及特有物种栖息地、自然保护
区、水域生态与湿地、开阔地、园林绿化等的影响。

３９２２　分析由于自然资源、旅游资源、水资源及其他资源开发利用变化而导致的对自然生态和景
观方面的影响。

３９２３　分析评价区域内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污染源空间结构等变化对自然生态与景观方面
产生影响。

３９３　应着重阐明区域开发造成的包括对生态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影响性质与程度、生态功能补偿
的可能性与预期的可恢复程度、对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及保护的可行途径等。

３９４　对于预计的可能产生的显著不利影响，要求从保护、恢复、补偿、建设等方面提出和论证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基本框架。

３１０　公众参与
３１０１　公众参与的对象主要是可能受到开发区建设影响、关注开发区建设的群体和个人。
３１０２　应向公众告知开发区规划、开发活动涉及的环境问题、环境影响评价初步分析结论、拟采
取的减少环境影响的措施及效果等公众关心问题。

３１０３　公众参与可采用媒体公布、社会调查、问卷、听证会、专家咨询等方式。
３１１　开发区规划的综合论证与环境保护措施
３１１１　根据环境容量和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结合地区的环境状况，从开发区的选址、发展规模、
产业结构、行业构成、布局、功能区划、开发速度和强度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污水集中处理、

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集中供热、集中供气等）等方面对开发区规划的环境可行性进行综合论证：

ａ）开发区总体发展目标的合理性；
ｂ）开发区总体布局的合理性；
ｃ）开发区环境功能区划的合理性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可达性；
ｄ）开发区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宜度分析。

３１１２　对应所识别、预测的主要不利环境影响，逐项列出环境保护对策和环境减缓措施。
３１１３　环境保护对策包括对开发区规划目标、规划布局、总体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的调整方案。

３１１３１　当开发区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宜度较低，或区域环境敏感性较高时，应考虑选址的大规模、
大范围调整。

３１１３２　当选址临近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地、重要和敏感的居住地，或周围环境中有重大污染
源并对区域选址产生不利影响以及某类环境指标严重超标且难以短时期改善时，要建议提出调整；

一般情况下，开发区边界应与外部较敏感地域保持一定的空间防护距离。

３１１３３　开发区内各功能区除满足相互间的影响最小，并留有充足的空间防护距离外，还应从基
础设施建设、各产业间的合理连接，以及适应建立循环经济和生态园区的布局条件来考虑开发区布

局的调整。

３１１３４　规模调整包括经济规模和土地开发规模的调整；在拟定规模的调整建议时应考虑开发区
的最终规模和阶段性发展目标。

３１１３５　当开发区发展目标受外部环境影响时 （如受区外重大污染源影响较大），在不能进行选

址调整时，要提出对区外环境污染控制进行调整的计划方案，并建议将此计划纳入到开发区总体规

划之中。

３１１４　主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３１１４１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应从改变能流系统及能源转换技术方面进行分析。重点是煤的集
中转换以及煤的集中转换技术的多方案比较。

３１１４２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应考虑重点考虑污水集中处理、深度处理与回用系统，以及废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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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优化布局和排放方式的选择。如在选择更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的同时，考虑增加土地处理系统、

强化深度处理和中水回用系统。

３１１４３　对典型工业行业，可根据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原理从原料输入、工艺流程、产品使用等
进行分析，提出替代方案与减缓措施。

３１１４４　固体废物影响的减缓措施重点是固体废物的集中收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
置措施。

３１１４５　对于可能导致对生态环境功能显著影响的开发区规划，根据生态影响特征制定可行的生
态建设方案。

３１１５　提出限制入区的工业项目类型清单。
３１２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３１２１　提出开发区环境管理与能力建设方案，包括建立开发区动态环境管理系统的计划安排。
３１２２　拟定开发区环境质量监测计划，包括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区域噪声的监测项目、
监测布点、监测频率、质量保证、数据报表。

３１２３　提出对开发区不同规划阶段的跟踪环境影响评价与监测的安排，包括对不同阶段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 （阶段验收）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３１２４　提出简化入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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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环境影响识别

Ａ１　环境影响识别

Ａ１１　环境影响识别应综合分析开发区的性质、规模、建设内容、发展规划、阶段目标和环境保
护规划，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调查主要敏感环境

保护目标、环境资源、环境质量现状和主要环境制约因素，分析现有环境问题和发展趋势，以及可

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条件进行充分研究。

Ａ１２　环境影响识别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二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及利用方式、产业结构、交通运输、土地利用、原辅材料、拆迁

就业及居民收入、历史文化遗产、人群健康、景观、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水

资源 （地表及地下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环境 （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土壤）、固体废物等

方面。着重分析实施开发区规划可能导致的主要的、显著的环境问题。

Ａ１３　选择的评价因子，应反映与开发区规划的建设活动相关的环境因子。

Ａ２　分层次的环境影响识别

Ａ２１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识别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宏观规划层次，二是具体项目层次。从宏
观角度，可以有选择地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方法，宏观分析实施开发规划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应

特别着重对直接影响、累积影响和长期影响的识别，并说明各类环境影响的属性 （如可逆影响、不

可逆影响）、定性判断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一般或小规模开发区主要考虑对区外环境的影响，重污

染的或大规模 （大于１０ｋｍ２）的开发区应同时考虑对区内的影响。
Ａ２２　在规划决策层次上，从宏观角度 （即总体建设和长远发展）上识别、分析实施开发区规划

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包括有利影响、不利影响；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短期影响、长

期影响；阶段影响、累积影响；可逆影响、不可逆影响）。重点突出对与土地开发、能源和水资源利

用相关的主要环境影响的分析。

Ａ２３　可参考采用／或选用表Ａ１所列的评价指标进行环境影响识别。

Ａ３　环境影响识别的方法

Ａ３１　影响矩阵法：与具体建设项目环评中采用的影响矩阵法相类似，在影响矩阵中，将具体的
建设活动置换为规划内容或计划项目，对应于评价因子，采用五级分级方法，或采用文字简述，逐

项说明环境影响；并对主要影响予以特别考虑：包括环境目标和优先性、环境影响类型、环境因子。

Ａ３２　图形重叠／ＧＩＳ系统：可用于辨识和标示开发规划将产生显著影响的地域 （如开发区用地是

否与其他规划、环境功能区划有冲突，开发规划是否侵蚀环境敏感区等），特别是辨识可能发生累积

环境影响的地域。

Ａ３３　网络与系统流程图：可用于解释和描述规划内容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识别
间接影响和累积影响。

表Ａ１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影响类别 影响因素 可量化的评价因子 备注

社会经济
　能源及利用方式

　燃气普及率
　集中供热 （汽）率

　产业结构 　一、二、三产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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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类别 影响因素 可量化的评价因子 备注

社会经济

　交通运输 　路网密度

　土地利用 　土地开发利用率

　原辅材料

　动拆迁及居民生活质量

　动拆迁居民人数
　动拆迁建筑面积
　居民人均收入
　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自来水普及率

　历史文化遗产

　人群健康 　流行病发病率

　区域景观
　多样性
　协调性
　生动性

　区域经济发展 　人均ＧＤＰ

　人口结构

　人口密度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１８～３０岁人口比例
　流动人口比例

自然环境

　水环境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地下水水质达标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水污染物排放量
　水土流失率

　重污染区域应考
虑土壤、作物、地

下水

　空气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声环境
　区域噪声
　交通噪声

　生态环境
　绿化覆盖率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产生量
　固体废物资源化率
　固体废物无害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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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环境容量估算方法

Ｂ１　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指人类和自然环境不致受害的情况下，其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特定的环境

（如城市、水体等）的容量与该环境的社会功能、环境背景、污染源位置 （布局）、污染物的物理化

学性质以及环境自净能力等因素有关。一般所指的环境容量是在保证不超出环境目标值的前提下，

区域环境能够容许的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

环境容量是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依据，排放总量小于环境容量才能确保环境目标的实现。

Ｂ２　水环境容量估算

Ｂ２１　对于拟接纳开发区污水的水体，如常年径流的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应估算其环境容量。
Ｂ２２　污染因子应包括国家和地方规定的重点污染物、开发区可能产生的特征污染物和受纳水体敏
感的污染物。

Ｂ２３　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明确受纳水体不同断 （界）面的水质标准要求；通过现有资料或现场

监测弄清受纳水体的环境质量状况；分析受纳水体水质达标程度。

Ｂ２４　在对受纳水体动力特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水质模型建立污染物排放和受纳水体水
质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Ｂ２５　确定合理的混合区，根据受纳水体水质达标程度，考虑相关区域排污的叠加影响，应用输入
相应关系，以受纳水体水质按功能达标为前提，估算相关污染物的环境容量 （即最大允许排放量或

排放强度）。

Ｂ３　大气环境容量估算

Ｂ３１　在给定的区域内，达到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而允许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总量，就是该区域该大气
污染物的环境容量。由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其造成的污染物浓度分布与污染源的位置、排放方式、

排放高度、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扩散规律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具体项目 （污染源清单）尚不确

定的情况下要估算区域的大气环境容量实际上是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Ｂ３２　估算大气环境容量可采用模拟法、线性规划法和ＡＰ值法。
Ｂ３３　模拟法和线性规划法适用于规模较大、具有复杂环境功能的新建开发区，或将进行污染治理
与技术改造的现有开发区。但使用这两种方法时需要通过调查和类比了解或虚拟开发区大气污染源

的排放量和排放方式。

Ｂ３４　模拟法是利用环境空气质量模型模拟开发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是否会导
致环境空气质量招标。如果超标可按等比例或按对环境质量的贡献率对相关污染源的排放量进行削

减，以最终满足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满足这个充分必要条件所对应的所有污染源排放量之和便可

视为区域的大气环境容量。

Ｂ３５　线性规划法根据线性规划理论计算大气环境容量。该方法以不同功能区的环境质量标准为约
束条件，以区域污染物排放量极大化为目标函数。这种满足功能区达标对应的区域污染物极大排放

量可视为区域的大气环境容量：

目标函数为：ｍａｘｆ（Ｑ） ＝ＤＴＱ
约束条件为：ＡＱ≤Ｃｓ－Ｃａ

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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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Ｑ＝（ｑ１，ｑ２，……ｑｍ）
Ｔ

Ａ＝

ａ１１，ａ１２，ΛΛ　ａ１ｍ
ａ２１，ａ２２，ΛΛ　ａ２ｍ
Ｍ
ａｎ１，ａｎ２，ΛΛ　ａ




















ｎｍ

Ｃｓ＝（ｃｓ１，ｃ
ｓ
２，……ｃ

ｓ
ｎ）
Ｔ

Ｃａ＝（ｃａ１，ｃ
ａ
２，……ｃ

ａ
ｎ）
Ｔ

Ｄ＝（ｄ１，ｄ２，……ｄｍ）
Ｔ

式中：ｍ———排放源总数；
ｎ———环境质量控制点总数；
ｑｉ———第ｉ个污染源的排放量；
ｃｓｊ———第ｊ个环境质量控制点的标准；
ｃａｊ———第ｊ个环境质量控制点的现状浓度；
ａｉｊ———第ｉ个污染源排放单位污染物对第ｊ个环境质量控制点的浓度贡献；
ｄｉ———第ｉ个污染源的价值 （权重）系数。

浓度贡献系数矩阵Ａ中各项，可采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ＨＪ／Ｔ２２—９３）中
推荐的扩散模式计算。价值系数矩阵Ｄ中各项，在没有特殊要求时可取１。

线性规划模型可用单纯形法或改进单纯形法求解，具体计算过程参阅有关线性规划理论书籍由

计算机辅助完成。

Ｂ３６　ＡＰ值法以大气质量标准为控制目标，在大气污染物扩散稀释规律的基础上，使用控制区排
放总量允许限值和点源排放允许限值控制计算大气环境容量。具体方法可参照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ＧＢ／Ｔ１３２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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