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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9 日国务院公布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固定污染源环境

管理核心制度, 《条例》标志着我国自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明确排污许可制度开

始实施以来首次将排污许可管理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 以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如实公开等为手段, 既推

动排污单位主动承担主体责任, 又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事中事后的监管职责。 

 

《条例》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审批、排污单位主体责任、排污许

可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对违法行为加

大了处罚力度, 采取按次计罚、按日连续处罚和停产整治、停业、

关闭等措施从严处理, 提高排污单位的违法成本。 

 

1. 细化排污许可证申请与审批 

 

《条例》要求排污单位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明确排污许可

证不仅是“排污资格证”, 而且还是排污行为的法律性要求和

规范性要求载体, 排污许可证是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排放控

制义务和责任的法律文书, 具有法定性、强制性, 将污染物

排放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1。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 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 确定排污单位应当向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 

 

取得排污许可证后, 如果排污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变化, 需要对排污许可证进

行变更的, 审批部门可以依法对排污许可证相应事项进行

                                                        
1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专家系列解读文章之一: 将排污许可制打造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制度利器,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1/t20210129_8195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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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若排污单位发生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

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 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

加等情形,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2. 强调“一证式”管理, 明确排污单位主体责任 

 

《条例》在以下方面对排污单位提出了明确要求, 相较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修正的《排污

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对包括排污单位监测记录保存时间、排污管理要求等相关主体责任予以延长

或加强:  

 

(1) 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 

 

(2)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 依法开展自行监测, 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不得少于 5 年。 

 

(3)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 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与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的, 

应当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并进行检查、修复。 

 

(4)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

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并保存环境管理台账不得少于 5 年。 

 

(5)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 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 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

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6)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 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相关污染物排放信息。 

 

3. 强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1) 明确排污单位配合环境监管执法的义务(《条例》第 26 条), 对于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条例》

第 39 条)。 

 

(2) 完备违法情景, 提升违法成本。除无证排放、超标排放外, 《条例》还针对如污染物排放口位置、

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 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及开展自行监测, 未保存原

始监管记录等违法性质相对轻微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针对未建立环境管理保护台账、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行为, 《条例》明确了按次计罚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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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对于排污单位违反《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 受到罚款处罚后被责令改正的, 如果在复查

中发现其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挠复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按日连续处罚。 

 

(3) 明确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的频次和检查方式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合理确定并予以公开(《条例》第

25 条)。这一规定避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执法检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同时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将执法检查时间、内容、结果以及处罚决定予以公开, 确保环境执法公平公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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