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政发〔2021〕23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
单位：
现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朔州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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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精神，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意见》（晋政发〔2020〕26 号）要求，实施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
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实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市委“123321”工作思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学习
和弘扬右玉精神，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建立覆盖全市的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确保生态功能不退化、水
土资源不超载、排放总量不突破、准入门槛不降低、环境安全不
失控，以生态环境高标准保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朔州建
设成为现代化的能源绿都、塞上明珠提供坚强保障。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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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硬约束，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持续优化发展格局，切实保障生态安全。
——坚持分类施策。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自然资源
禀赋、生态环境功能等，聚焦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和目标，科学划
定环境管控单元，提出差异化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实现精细化管
理。
——坚持动态更新。结合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新战略、
新形势、新政策、新要求，实行“三线一单”跟踪评价和动态调
整，提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服务高质量发展决策水平。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持续减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到 2035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
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一）划分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全市范围内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划分，
共划定 91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全市共计 47 个，
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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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泉域
重点保护区，以及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等。
主要分布在右玉县大部分区域、应县南部的恒山山脉区域、平鲁
区西南部和朔城区西部的管涔山脉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
全市共计 38 个，
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12.56%，
主要包括城市建成区、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大
气环境布局敏感区，以及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问
题相对集中的区域等。主要分布在各省级开发区、各县（市、区）
城镇建成区。
一般管控单元：全市共计 6 个，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56.20%，
指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
（二）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严格落实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国家、省、市环境管理政策，
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资源环境管
控要求，根据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特征，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
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明确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制定朔州市总体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桑干河流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和生态环境管
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
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开发建设，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桑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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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谷地、“长城”旅游产业布局区，以及人居环境敏感区，严
控重污染行业产能规模，推进产业布局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
重点管控单元：以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为主，进一步优
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
问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一般管控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为主，主
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执行国家和省相关产业准入、总
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规定，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加快“三线一单”成果应用
（一）服务高质量发展。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共同做好
“三线一单”成果实施应用，加强“三线一单”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的衔接，探索“三线
一单”与空间规划、产业准入的联动机制，发挥“三线一单”促
进绿色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作用，将“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成果作为政策制定和规划编制的基础。
（二）规范开发建设活动。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
部门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
址时，应将“三线一单”确定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作为重要依据，并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等过程中
做好应用，确保与“三线一单”相符合。对列入国家和省、市规
划，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重大民生项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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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础设施项目，应优化空间布局、主动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
应采取无害化方式，依法依规履行手续，强化减缓生态环境影响
和生态补偿措施。
（三）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
部门要强化“三线一单”在环评、排污许可、污染防治、生态修
复、环境风险防控等环境管理中的应用，将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
管控单元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区域，组织开展优先保护单元
的生态保护修复活动，进一步增强生态服务功能，切实加强重点
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及相关管理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监管精细化、规
范化，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四）严格产业园区管理。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
部门、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应突出抓好“三线一单”在开发
区（园区）的落地实施，规范和引导开发建设行为，大力推动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建设完善环保基础设施，不断提高生态环
境监测监控能力，切实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着力防范开发区（园
区）生态环境风险，全面推动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
园区规划环评突出与“三线一单”成果的协调性分析，实现“三
线一单”和规划环评成果联动、融合、提升，引领产业园区高质
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五）推动数据共享。建立朔州市“三线一单”成果数据应
用和查询平台。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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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编制成果多部门共享和信息化应用。推动“三线一单”与环
境质量、排污许可、监测执法等数据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与国
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共用便于查询。
（六）实施动态调整更新。朔州市“三线一单”原则上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步更新调整发布。因国家与地
方发展战略、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自然保护地和
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等发生重大调整，所涉及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确需更新的，由市生态环境局统筹做好“三线一
单”的定期更新工作，市发改、工信、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
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分
工，及时配合更新“三线一单”相关数据信息。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的重要意义，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发挥好省市县联动、部门联合的作用。各县（市、区）政府是本
辖区“三线一单”实施的主体，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
“三线一单”的实施应用。市生态环境局统筹做好“三线一单”
的组织协调、管理应用等工作。市发改、工信、公安、规划和自
然资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根据各
自职能分工，及时更新“三线一单”相关数据信息，并在职责范
围内做好实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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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技术支撑。市生态环境局要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
技术团队，市财政局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切实保障“三线一单”
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宣传培训等工作正常
开展。
（三）加大监督检查。建立健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成果应用评估和监督检查机制，定期跟踪评估“三线一单”
实施成效，推进实施应用。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县（市、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广泛宣传和培训，及时将“三线一单”成果向社会公开，扩大
公众宣传与监督范围，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不断完善。

附件：1.朔州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朔州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3.朔州市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4.朔州市桑干河流域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5.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园区）重点管控单元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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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朔州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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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朔州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县（市、区）

合计（个）
数量（个）

面积占比（%）

数量（个）

面积占比（%）

数量（个）

面积占比（%）

朔城区

10

28.53

9

19.74

1

51.73

20

平鲁区

4

30.39

6

5.99

1

63.62

11

怀仁市

8

16.55

9

20.82

1

62.63

18

山阴县

8

15.01

5

10.98

1

74.01

14

应

县

9

41.35

6

9.94

1

48.71

16

右玉县

8

48.78

3

12.15

1

39.07

12

朔州市

47

31.24

38

12.56

6

56.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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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朔州市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管控类别

管

控

要

求

1.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
标、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2.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依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制
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
3.新建、扩建“两高”项目应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单位产品物耗、能耗、水耗等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依法制定
空间布局
约束

并严格落实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措施。
4.新建煤矿必须同步建设配套洗选煤企业(厂)。原则上全市不再新建社会独立洗选煤企业（厂）。在保持煤炭洗选总能力不变的
基础上，按照“减量置换”原则，鼓励社会独立洗选煤企业（厂）通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进行改扩建或技术改造，逐步淘汰落后洗
选能力，提高煤炭洗选煤企业（厂）先进产能占比。
5.对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区进行管理，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6.桑干河流域划定河源、泉域保护区，完成保护区的生态措施，完成流域生态修复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
置和高效利用体系。
1.污染物排放总量严格落实“十四五”相关目标指标。
2.煤矿矿井水和洗煤厂排放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其他区域外排废水达行业特别

污染物排放
管控

排放限值；工业园区集中处理设施排水按照山西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4/1928-2019）要求执行，该标准内未规定的指标执行
一级A标准限值。
3.火电行业执行超低排放标准。
4.在陶瓷、建材、制药等行业，特别是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要逐步取消自备燃煤锅炉，积极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工程。
陶瓷企业要求使用园区统一提供的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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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管

控

要

求

5.水泥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排放执行超低排放标准。
6.加强建筑施工扬尘动态监管，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防治措施。
7.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
污染物排放
管控

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8.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
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9.到2022年，朔城区、开发区、平朔生活区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100%，其余县（市、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要达到
80%。

环境风险
防控

1.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市、区）环保部门报备。
2.所有危险废物一律规范收集、贮存、转运、利用、处置。
1.水资源利用上线严格落实“十四五”相关目标指标。
2.加快推进神头泉泉源和重点保护区的保护和生态修复。
水资源
利用

3.大力推进工业节水改造，鼓励支持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和再生水回用。
4.到 2022 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为6.79亿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
年分别降低18%和12%，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
5.到2022年，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50%以上，非常规水利用占比提高2%。

资源利用
效率

能源利用

1.能源利用上线严格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要求以及“十四五”相关目标指标。
2.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实现平原地区散煤清零。
1.土地资源利用上线严格落实“十四五”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目标指标。
2.到2023年绿化面积达到150万亩，保护好环城生态休闲区内的自然山水地貌、景观特征和生物多样性，拓展城市

土地资源

绿色空间。
3.新建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到2025年基本完成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恢复治理工作，实现全市矿
山地质环境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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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朔州市桑干河流域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管控类别

管控要求

1.划定河源、泉域保护区，完成保护区的生态措施。至2030年，全流域林地面积由3579.63平方公里增加到5113.57平方
公里；增加高郁闭度森林面积，森林面积增加到4185.7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24.96%。
空间布局约束

2.至2030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03.76平方公里（包括封禁治理278平方公里）。
3.完成流域生态修复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
4.关井压采及地下水置换工程基本完成，地下水位逐年回升。
5.桑干河干、支流调控工程全部建成，湿地工程基本建成。通过万家寨引黄工程生态补水，初步恢复河道水生态。

1.至2030年，河流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5%以上。
污染物排放管控

2.至2030年COD污染物排放量20492.5吨，氨氮污染物排放量2820.5吨。
3.至2030年水功能区达标率100%。

资源利用效率

1.灌溉水利用系数2030年提高到0.60以上。
2.节水型社会初见成效，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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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园区）重点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严格控制用地准

朔州经济
ZH14060220002

开发区（扩
区）科创商
务园区

1.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入。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2.执行《朔州市朔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发

1.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城区人民政府关于

展科技孵化、信息技术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划定朔城区禁煤区

与总部经济等产业为主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的通告》文件的管

导的产业定位。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控要求。

2.新建、改建、扩建“两

表水Ⅴ类标准。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3.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重点管

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

2.严格控制缺水地区、水污染严

2.优化产业布局，适度控制

采，实现地下水采

控单元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重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域高耗

危化品储量；强化风险单元

补平衡。

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

水、高污染行业发展，新建、改

防范措施。

4.调整能源利用结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

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

3.定期对园区及周边地下水

构，严格落实碳达

排放达峰目标、相关规

主要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

进行检测。

峰、碳中和相关要

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

3.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

4.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求。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

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营者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

5.大力推进工业节

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制度。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所在

水改造，鼓励支持

地县（市、区）环保部门报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备。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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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运输渣土、土方、砂石、垃圾、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发
展临港现代物流、晋北
保税物流、区域电商调

朔州经济
ZH14060220003

开发区（扩

重点管

区）临港物

控单元

流园区

度与临空大数据等产业
为主导的产业定位。
2.新、改、扩建涉及大
宗物料运输的建设项
目，原则上不得采用公
路运输。

灰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

1.建立相应的单元—厂区—

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措施，并按

园区/区域 的环境 风险防控

1.严格控制用地准

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运输

体系，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

入。

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

管理及事故应急机制。

2.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场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遗撒、

2.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采，实现地下水采

泄漏物料。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补平衡。

2.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3.调整能源利用结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构，严格落实碳达

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峰、碳中和相关要

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求。

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4.大力推进工业节

施。

3.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水改造，鼓励支持

3.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营者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所在

改造和再生水回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地县（市、区）环保部门报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用。

备。

表水Ⅴ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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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1.洗煤厂排放废水中化学需氧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发
展煤炭深加工、现代农
业与生态旅游等产业为
主导的产业定位。
2.新建、改建、扩建“两

朔州经济
开发区（扩
ZH14060220004

区）麻家梁
循环经济
园区

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
重点管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控单元

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
排放达峰目标、相关规
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
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量、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
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其它非煤
企业排放废水中三项主要污染物
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生活污水
三项指标执行地表水Ⅴ类标准。
2.燃煤电力企业以及其他燃煤单
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
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
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3.煤炭洗选行业执行《煤炭洗选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DB14
-2270-2021》；燃煤电厂执行《燃
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4 -1703-2019》；其他行业积
极开展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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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相应的单元—厂区—
园区/区域 的环境 风险防控
体系，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
管理及事故应急机制。
2.所有危险废物一律规范收
集、贮存、转运、利用、处
置。
3.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资源利用效率
1.严格控制用地准
入。
2.加强能源替代利
用，积极推广集中
供气供热或建设清
洁低碳能源中心
等，替代工业炉窑
燃料用煤；充分利
用园区内工厂余
热、焦炉煤气等清
洁低碳能源，加强
分质与梯级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3.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4.调整能源利用结
构，严格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要
求。
5.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优化产业布局，适度控制
危化品储量；强化风险单元

1.入园产业需符合以发
展固废综合利用、新材
料与节能环保产业为主
导的产业定位。
朔州经济
开发区（扩
ZH14060220005

区）神电固
废综合利
用园区

2.新建、改建、扩建“两
重点管
控单元

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
排放达峰目标、相关规
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
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1.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

防范措施。

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

2.危险废物收集、贮存严格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

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

制标准》等标准、规范执行，

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

对废润滑油、废活性炭等可

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委托有

2.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 资质单位回收利用，不能综
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

合利用的危险废物送危险废

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

物处置中心处置，危险废物

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

无害化处理处置率稳定在

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100%。

3.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3.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表水Ⅴ类标准。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1.到2025年，一般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率要求达到95%。
2.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3.调整能源利用结
构，严格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要
求。
4.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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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朔州经济
ZH14060220006

开发区（扩

重点管

区）新兴产

控单元

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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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约束
1.入园产业需符合以发
展先进装备制造、新能
源材料（新型化工材料、
前沿新材料）技术孵化
与大健康产业研发（生
物医药、有机食品加工）
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定
位。
2.新建、改建、扩建“两
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
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
排放达峰目标、相关规
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
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3.限制建设区主导用途
为农业生产空间，原则
上不安排开发建设项
目。
4.园区内涉及山西桑干
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薛家
庄分区及外扩230m范围
划定为禁止开发区。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表水Ⅴ类标准。
2.煤炭洗选行业执行《煤炭洗选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DB14
-2270-2021》；燃煤电厂执行《燃
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4 -1703-2019》；其他行业积
极开展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
造。
3.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
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
施。

1.所有入园企业应根据其涉
及危险废物性质、使用情况
等落实其事故风险防范、处
置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2.优化产业布局，适度控制
危化品储量；强化风险单元
防范措施。
3.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1.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2.调整能源利用结
构，严格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要
求。
3.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加强能源替代利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高
档陶瓷、环保新材料、
仓储物流为主导的产业
定位。
2.重大项目原则上布局
在高排放区，新建涉工

怀仁市经
济技术开
ZH14062420002

发区高档
陶瓷产业
园区

业炉窑的建设项目，原
重点管

则上要入高排放区，配

控单元

套建设高效环保治理设
施，纳入重点管控范围。
3. 根 据 水 环 境 功 能 要
求，严格控制重污染行
业和高风险项目布局。
4.开发区范围内禁止新
建燃煤或其他高污染燃
料供热锅炉或项目。

1.依托开发区环境保护相关

用，积极推广集中

1..新增项目在区域大气环境稳

机构，设立开发区环境风险

供气供热或建设清

定达标前，要求执行现役源1.5

应急管理办公室。

洁低碳能源中心

倍削减量替代，特征污染物监测

2.建立环境风险三级防控体

等，替代工业炉窑

超标要求按照倍量削减的原则进

系，落实开发区企业应急事

燃料用煤；充分利

行削减。

故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等应

用园区内工厂余

2.加强高排放区内资源共享，有

急设施的建设，控制和防止

热、焦炉煤气等清

条件的区内建设集中喷涂工程中

突发事件时事故水流出企业

洁低碳能源，加强

心，配备高效治污设施，替代企

厂区，实现应急情况下储存

分质与梯级利用，

业独立喷涂工序。

事故水、消防水、初期雨水

提高能源利用效

3.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高排放

的目的。

率。

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的， 3.所有入园企业应根据其涉

2.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

及危险物质性质、使用情况

采，实现地下水采

中心。

等落实其事故风险防范、处

补平衡。

4.工业企业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

置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3.到2025年，一般

到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应急预案，并注重与园区及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5.在陶瓷、建材、制药等行业，

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等更高一

率要求达到70%。

工业园区取消自备燃煤锅炉，要

级预案的联动，各企业应设

4.到2025年，煤炭

求使用园区统一提供的天然气，

置必要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的

在一次能源消费比

取消自备煤气发生炉。

设施，如事故池等。

例下降到80%，非化
石能源占比达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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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医
药化工为主导的产业定
位。
2.重大项目原则上布局
在高排放区，新建涉工
业炉窑的建设项目，原
则上要入高排放区，配
套建设高效环保治理设

怀仁市经
ZH14062420003

济技术开

重点管

发区生物

控单元

医药园区

施，纳入重点管控范围。
3. 根 据 水 环 境 功 能 要
求，严格控制重污染行
业和高风险项目布局。
4.开发区范围内禁止新
建燃煤或其他高污染燃
料供热锅炉或项目。
5. 精 细 化 工 项 目 与 学
校、医院、居住区等敏
感目标之前距离保持
200m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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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项目在区域大气环境稳定
达标前，要求执行现役源1.5倍削
减量替代，特征污染物监测超标
要求按照倍量削减的原则进行削
减。
2.加强高排放区内资源共享，有
条件的区内建设集中喷涂工程中
心，配备高效治污设施，替代企
业独立喷涂工序。
3.工业企业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
到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4.禁止使用自备燃煤锅炉和煤气
发生炉，要求使用园区统一提供
的天然气。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建立环境风险三级防控体
系，落实开发区企业应急事
故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等应
急设施的建设，控制和防止
突发事件时事故水流出企业
厂区，实现应急情况下储存
事故水、消防水、初期雨水
的目的。
2.危险废物送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理，如需设置危险废
物暂存场，暂存场严格执行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中的
有关规定；如需设置危险废
物安全填埋场要严格执行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的相关要求。
3.所有入园企业应根据其涉
及危险物质性质、使用情况
等落实其事故风险防范、处
置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注重与园区及
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等更高一
级预案的联动，各企业应设
置必要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的
设施如事故池等。

1.加强能源替代利
用，积极推广集中
供气供热或建设清
洁低碳能源中心
等，替代工业炉窑
燃料用煤；充分利
用园区内工厂余
热、焦炉煤气等清
洁低碳能源，加强
分质与梯级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2.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3.到2025年，一般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率要求达到70%。
4.到2025年，煤炭
在一次能源消费比
例下降到80%，非化
石能源占比达到
5%。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建立环境风险三级防控体
系，落实开发区企业应急事
故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等应
急设施的建设，控制和防止
1.现有以煤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煤

完成清洁低碳化燃料、技术和装

炭洗选、低热值煤发电、 备替代改造。

ZH14062120001

山阴县经

碳基新材料为主导的产

2.满足最大允许排放量的范围内

济技术开

业定位。

要求污染物实施1:1.5倍污染物

发区北周

重点管

2.严格控制缺水地区、

削减置换，超出允许排放量要求

庄低碳循

控单元

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

最少1:2倍的削减置换。

环经济产

区域高耗水、高污染行

3.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业园

业发展。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3.不再新建社会独立洗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选煤企业（厂）。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表水Ⅴ类标准。

突发事件时事故水流出企业
厂区，实现应急情况下储存
事故水、消防水、初期雨水
的目的。
2. 园 区 危 险 废 物 暂 存 库 按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
（GB18597-2001及其2013
年修改单）的相关要求建设，
填埋场要严格执行《危险废
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8-2019）的相关要
求。

1.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2.严格控制用地准
入。
3.到2030年，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利用率100%。

3.重点风险企业应建立专业
应急处置队伍，明确事故状
态下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
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制订
相应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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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开发区危险废物暂存库按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
（GB18597-2001及其2013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钙

年修改单）的相关要求建设，

基新材料、新型建材、

填埋场要严格执行《危险废

新能源、装备制造、节

ZH14062120002

能环保为主导的产业定

1.现有以煤等为燃料的工业炉窑

位。

完成清洁低碳化燃料、技术和装

2.园区防护距离为以煤

备替代改造。

山阴县经

化工产业片区向外延伸

2.满足最大允许排放量的范围内

济技术开

1km，煤化工区块内项目

要求污染物实施1:1.5倍污染物

发区合盛

重点管

防护距离不得低于以上

削减置换，超出允许排放量要求

堡现代煤

控单元

距离。

最少1:2倍的削减置换。

化工产业

3.在现状煤化工技术研

3.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园

发、新材料、节能环保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和新能源、文化创意、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电子商务产业格局的基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础上，进一步提高科研、 表水Ⅴ类标准。
物联网、文化创意等产
业比重，逐步引导现状
工业生产型企业外迁。

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8-2019）的相关要

1.大力推进工业节

求。

水改造，鼓励支持

2.园区要制定应急预案、监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测体系和风险防范措施，可

改造和再生水回

能发生突发环境风险事件的

用。

企业应根据风险特点按规范

2.严格控制用地准

制定应急预案，同时做好分

入。

区防渗、围堰及事故池等措

3.到2030年，一般

施，并定期进行风险事故的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演练；建立与当地政府环境

利用率100%。

应急预案的衔接与联动机
制。
3.重点风险企业应建立专业
应急处置队伍，明确事故状
态下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
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制订
相应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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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执
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所有项目建设前应取得排放总
量指标，实行区域内现役源1.5
倍削减量替代。
3.在陶瓷、建材、制药等行业，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建

工业园区取消自备燃煤锅炉，陶

筑陶瓷产业为主导的产

瓷企业要求使用园区统一提供的

业定位。

天然气，取消自备煤气发生炉。

重点管

2.控制高耗能、高污染

4.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控单元

的“两高”项目入园。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3.禁止新建燃煤或其他

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

高污染燃料供热锅炉或

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项目。

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

应县经济
技术开发
ZH14062220003

区建筑陶
瓷工业园
（北区）

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
消纳场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
采取抑尘、防臭措施。
5.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高排放
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的，
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

1.大力推进工业节
1.所有危险废物一律规范收
集、贮存、转运、利用、处
置。
2.所有入园企业应根据其涉
及危险物质性质、使用情况
等落实其事故风险防范、处
置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注重与园区及
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等更高一
级预案的联动，各企业应设
置必要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的
设施如事故池等。
3.重点风险企业应建立专业
应急处置队伍，明确事故状
态下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
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制订
相应的应急预案。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2.加强能源替代利
用，积极推广集中
供气供热或建设清
洁低碳能源中心
等，替代工业炉窑
燃料用煤；充分利
用园区内工厂余
热、焦炉煤气等清
洁低碳能源，加强
分质与梯级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3.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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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执
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所有项目建设前应取得排放总
量指标，实行区域内现役源1.5
倍削减量替代。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日
用瓷及工艺瓷产业为主

ZH14062220004

应县经济

导的产业定位。

技术开发

2.控制高耗能、高污染

区日用陶
瓷工业园
（南区）

重点管
控单元

的“两高”项目入园。
3.禁止新建燃煤或其他
高污染燃料供热锅炉或
项目。

3.在陶瓷、建材、制药等行业，
工业园区取消自备燃煤锅炉，陶
瓷企业要求使用园区统一提供的
天然气，取消自备煤气发生炉。
4.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
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
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
消纳场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
采取抑尘、防臭措施。
5.集中使用煤气发生炉的高排放
区，暂不具备改用天然气条件的，
原则上应建设统一的清洁煤制气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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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推进工业节
1.所有危险废物一律规范收
集、贮存、转运、利用、处
置。
2.所有入园企业应根据其涉
及危险物质性质、使用情况
等落实其事故风险防范、处
置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注重与园区及
当地环境管理部门等更高一
级预案的联动，各企业应设
置必要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的
设施如事故池等。
3.重点风险企业应建立专业
应急处置队伍，明确事故状
态下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
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制订
相应的应急预案。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2.加强能源替代利
用，积极推广集中
供气供热或建设清
洁低碳能源中心
等，替代工业炉窑
燃料用煤；充分利
用园区内工厂余
热、焦炉煤气等清
洁低碳能源，加强
分质与梯级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3.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管控单
元类别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1.运输渣土、土方、砂石、垃圾、
灰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

1.建立相应的单元—厂区—

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措施，并按

园区/区域 的环境 风险防控

1.入园企业需符合以商

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运输

体系，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

贸物流产业为主导的产

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

管理及事故应急机制。

业定位。

场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遗撒、

2.在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区域

2.控制高耗能、高污染

泄漏物料。

如居民集中区、医院和学校

的“两高”项目入园。

2.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

附近、重要水源涵养生态功

重点管

3.禁止新建燃煤或其他

规定进行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能区等，以及因环境污染导

控单元

高污染燃料供热锅炉或

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

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的

项目。

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区域内，禁止新建或扩建可

4.新、改、扩建涉及大

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

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

宗物料运输的建设项

施。

3.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目，原则上不得采用公

3.入园企业全部按规定建成污水

营者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

路运输。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所在

应县经济
技术开发
ZH14062220005

区商贸物
流园（中
区）

监控装置，外排废水化学需氧量、 地县（市、区）环保部门报
氨氮、总磷三项主要污染物达地
表水Ⅴ类标准。

备。

资源利用效率

1.到2035年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7%以上，污染地块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95%
以上。
2. 严 控 地 下 水 超
采，实现地下水采
补平衡。
3.调整能源利用结
构，严格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要
求。
4.大力推进工业节
水改造，鼓励支持
企业开展节水技术
改造和再生水回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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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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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