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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等法律法规，指导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任务、重点内容、工作程序、主要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是对《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 131—2003）的第一次修订。与原标准相

比，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调整、完善了导则结构、技术要求等，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9）

相衔接； 

——增加规划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符合性分析，强化产业园区环境准入、入园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相关内容，与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衔接； 

——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要求，增加主要污染物减排和节能降碳潜力分析、资

源节约与碳减排等相关内容，落实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共治要求； 

——增加了产业园区环境风险现状调查、预测与评价、防范对策等相关内容，突出了产业园区环境

安全保障要求； 

——调整、完善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调查、环境可行性论证及优化调整建议等相关内容，明确了产

业园区污染集中治理的基本要求； 

——删减了附录 A 环境影响识别和附录 B 环境容量估算方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 131—2003）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南开大学。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9 月 8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HJ 131—2021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任务、重点内容、工作程序、主要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其他类型园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HJ 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 1111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指经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具有统一管理机构及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主要目的是

引导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发展，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并配套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注：除以上术语和定义外，HJ 130 中术语和定义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4  总则 

4.1  评价范围 

4.1.1  时间维度上，应包括产业园区整个规划期，并将规划近期作为评价的重点时段。 

4.1.2  空间尺度上，基于产业园区规划范围，结合规划实施对各生态环境要素可能影响的产业园区外

周边地区及环境敏感区，统筹确定评价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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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总体原则 

突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源头预防作用，优化完善产业园区规划方案，强化产业园区污染防治，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a）全程互动 

评价在规划编制早期介入并全程互动，确定公众参与及会商对象，吸纳各方意见，优化规划。 

b）统筹协调 

协调好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园区环境保护关系，统筹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共治、资源集约节约

及循环化利用、能源智慧高效利用、环境风险防控等重大事项，引导产业园区生态化、低碳化、绿色化

发展。 

c）协同联动 

衔接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细化产业园区环境准入，指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及其环境影响评

价内容简化，实现区域、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系统衔接和协同管理。 

d）突出重点 

立足规划方案重点和特点以及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特征，充分利用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数据资料

及成果，对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并重点关注制约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环境影响因子

和重大环境风险因子。 

4.3  评价基本任务 

4.3.1  开展产业园区发展情况与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生态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规划实施主要生

态、环境、资源制约因素分析。 

4.3.2  识别规划实施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和风险因子，分析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压力、污染物减排和节能

降碳潜力，预测与评价规划实施环境影响和潜在风险，分析资源与环境承载状态。 

4.3.3  论证规划产业定位、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布局、建设时序及环境基础设施等的环境合理性，

并提出优化调整建议，说明优化调整的依据和潜在效果或效益。 

4.3.4  提出既有环境问题及不良环境影响的减缓对策、措施，明确规划实施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价

要求、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制定或完善产业园区环境准入及产业园区环境管理要求，

形成评价结论与建议。 

4.4  评价技术流程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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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流程图 

5  规划分析 

5.1  规划概述 

5.1.1  规划总体安排 

说明产业园区规划目标和定位、规划范围和时限、发展规模、发展时序、用地（用海）布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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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能源和资源利用结构等。 

5.1.2  产业发展 

说明产业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结构，重点介绍规划主导产业及其规模、布局、建设时序等，规

划所包含具体建设项目的性质、内容、规模、选址、项目组成和产能等。 

5.1.3  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介绍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或依托的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水回用、

集中供热（供冷）、余热利用、集中供气（含蒸汽）、供水、供能（含清洁低碳能源供应）等设施，以及

道路交通、管廊、管网等配套和辅助条件。 

5.1.4  生态环境保护 

重点介绍产业园区环境保护总体目标、主要指标、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案、

环境管理及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应急保障方案或措施等。 

5.2  规划协调性分析 

5.2.1  与上位和同层位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分析产业园区规划与上位和同层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及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

等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和协调性，明确在空间布局、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节能降碳、

风险防控要求等方面的不协调或潜在冲突。 

5.2.2  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 

重点关注规划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的符合

性，对不符合“三线一单”要求的，提出明确的规划调整建议。 

6  现状调查与评价 

6.1  产业园区开发与保护现状调查 

6.1.1  产业园区开发现状 

调查产业园区三产规模和结构、工业规模和结构、主要产业及其产能规模、人口规模及其分布等。 

6.1.2  环境基础设施现状 

调查产业园区已建或依托环境基础设施概况，包括设计规模、设施布局、服务范围、处理工艺、处

理能力、实际运行效果和达标排放水平等，其中污水处理设施还应调查配套管网、排污口设置、污染雨

水收集与处理情况。 

6.1.3  环境管理现状 

调查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情况，重点企业环境影响评价、竣工验收、排污许可证管理等

开展情况；产业园区主要污染物及碳减排情况，主要污染行业、重点企业污染防治情况；产业园区环境

监管、监测能力现状，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或环境投诉）及其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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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 

6.2.1  调查、分析产业园区、主要产业及重点企业资源能源使用需求、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现状及变

化；产业园区能源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总量及能耗强度控制情况，涉煤项目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落实

情况；分析产业园区资源能源集约、节约利用与资源能源利用上线或同类型产业园区、相关政策要求的

差距，以及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6.2.2  以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和化工等重点碳排放行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园区，应调查碳

排放控制水平与行业碳达峰要求的差距和降碳潜力。 

6.3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6.3.1  调查评价范围内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及环境敏感区的分布、范围及其管控要求，明确

与产业园区的空间位置关系；调查土地利用现状变化，产业（生产）、居住（生活）、生态用地的冲突。 

6.3.2  调查评价范围主要污染源类型和分布、污染物排放特征和水平、排污去向或委托处置等情况，

确定主要污染行业、污染源和污染物。 

6.3.3  调查评价区域水环境（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域）、大气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及底泥（沉

积物）等质量状况，调查因子包括常规、特征污染因子；分析评价范围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

因素，说明环境质量超标的位置、时段、因子及成因。 

6.4  环境风险与管理现状调查 

6.4.1  调查产业园区涉及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危险化学品、重点环境风险源清单，确定重点关注的环境

风险物质、环境风险受体及其分布。 

6.4.2  调查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联动状况，分析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水平与环境安全保障要求的

差距。 

6.5  现状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 

根据现状调查结果，对照“三线一单”等环境管理要求，分析产业园区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现状问

题及成因，提出产业园区发展及规划实施需重点关注的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明确新一

轮规划实施需优先解决的涉及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防控、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问题。 

7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7.1  环境影响识别 

识别土地开发、功能布局、产业发展、资源和能源利用、大宗物质运输及基础设施运行等规划实施

全过程的影响。分析不同规划时段的规划开发活动对资源和环境要素、人群健康等的影响途径与方式，

及影响效应、影响性质、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筛选出受规划实施影响显著的生态、环境、资源要素

和敏感受体，辨识潜在重大环境风险因子和制约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污染因子，确定环境影响预测

与评价的重点。 

7.2  环境风险因子辨识 

对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生产、使用、贮存等的产业园区，识别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危

险物质、风险源和主要风险受体，辨识主要环境风险类型和因子，明确环境风险的主要扩散介质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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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衔接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目标，考虑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要求，从

生态保护、环境质量、风险防控、碳减排及资源利用、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建立环境目标和评价指标体

系，明确基准年及不同评价时段的环境目标值、评价指标值、确定依据，以及主要风险受体的可接受环

境风险水平值。 

8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8.1  基本要求 

8.1.1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基本要求、方法可参照执行 HJ 130、HJ 2.2、HJ 2.3、HJ 2.4、HJ 19、HJ 169、

HJ 610、HJ 964、HJ 1111，并根据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影响特征、当地环境保护要求等确定预测与评价内

容和方法。 

8.1.2  明确不同评价时段区域生态环境、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及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分析说明规划实

施后产业园区能否满足已确定的环境目标要求。 

8.1.3  对于环境质量不满足环境功能要求或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应分析产业园区污染物减排潜力，

明确削减措施、削减来源及主要污染物新增量、减排量，结合区域限期达标规划等对区域环境质量变化

进行预测、分析。 

8.2  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压力分析 

8.2.1  结合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及污染控制水平、碳排放特征、产业园区污染集中处理、资源能源集

约利用水平，设置不同情景方案，评估产业园区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需求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及碳排放水平。 

8.2.2  重点关注有潜在显著环境影响或风险的特征污染物、新污染物和持久性污染物、汞等公约管控

的物质排放特征，分析主要污染源空间分布、排放方式、排放强度、污染控制水平及排放量。 

8.3  环境要素影响预测与评价 

8.3.1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分析产业园区污水产生、收集与处理、尾水回用情况，预测、评价尾水排放等对受纳水体（地表水、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结合所依托的区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模、接纳能力、处理工艺、纳管水

质要求、配套污水管网建设等，分析论证产业园区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的环境可行性。 

8.3.2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结合产业园区水文地质特征和包气带防护性能，分析、识别规划主要污染产业、污水或危险废物等

集中处理设施建设等，可能污染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污染途径及污染物在含水层中的运移、吸附与解

析过程，综合评价产业及基础设施布局的环境合理性；涉及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或位于地下水环

境敏感区的产业园区，可采用定量预测方法，分区评价污水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或污水（渗滤液）

渗漏等对地下水环境及环境敏感区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和风险可控性。 

8.3.3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预测评价规划产业发展、物流交通及集中供热、固体废物焚烧、废气集中处理中心等设施建设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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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考虑区域大气污染物传输特征，分析产业园区规划实施对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的总体影响。 

8.3.4  声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预测规划实施后交通物流方式、主要道路车流量等的变化，分析规划实施后集中居住区等声环境敏

感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 

8.3.5  固废处理处置及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种类、数量、处理处置方式、综合利

用途径及可能产生的间接环境影响；纳入区域固体废物管理处置体系的产业园区，从接纳能力、处理类

型、处理工艺、服务年限、污染物达标排放等方面，分析依托既有处理处置设施的技术经济和环境可行

性。 

8.3.6  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对涉及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产业园区，分析规划实施可能对土壤环境造成显著影响的重金

属和有毒有害物质。根据污染物排放特征及其在土壤环境的输移、转化过程，分析主要受影响的地块，

以及土壤环境污染变化潜势。 

8.3.7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等对生态保护红线、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敏感区的影响，重点关注污染物

排放等对重要生态系统功能及重要物种栖息地质量的影响。涉海的产业园区还应分析围填海的生态环境

影响。 

8.3.8  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 

8.3.8.1  预测评价各类突发性环境事件对人群聚集区等重要环境敏感区的风险影响范围、可接受程度

等后果；涉及大规模危险化学品输运的产业园区，应分析危险化学品输送、转运、贮存的环境风险。 

8.3.8.2  对可能产生易生物蓄积、长期接触对人群和生物产生危害作用的无机和有机污染物、放射性

污染物等的产业园区，根据产业园区特征污染物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暴露的途径、方式及可能产生

的人群健康风险。 

8.4  累积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分析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累积性生态环境影响因子、累积方式和途径，重点关注污染物通过大气—

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跨相输送、迁移和累积过程，预测、分析环境影响的时空累积效应，给出累积

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8.5  资源与环境承载状态评估 

8.5.1  分析产业园区资源（水资源、能源等）利用、污染物（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等）及碳排放对

区域或相关环境管控单元资源能源利用上线及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碳排放总量的占用情况，评估区域

资源、能源及环境对规划实施的承载状态。 

8.5.2  产业园区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超标的，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结合产业园区污染物减排方案，

提出产业园区存量源污染物削减量和规划新增源污染物控制量。资源消耗超过相应总量或强度上线的产

业园区，分析提出资源集约和综合利用途径及方案，以不突破上线为原则明确产业园区资源利用总量控

制要求。碳排放总量超过区域碳排放控制目标的产业园区，应明确产业园区降碳途径和实现碳减排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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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 

9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9.1  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论证 

9.1.1  基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目标，结合规划协调性分析结论，

论证产业园区规划目标与发展定位环境合理性。 

9.1.2  基于产业园区环境管控分区及要求，结合规划实施对生态保护红线、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他环

境敏感区的影响预测及环境风险评价结果，论证产业园区布局、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的环境合理性。 

9.1.3  基于产业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管控，结合环境影响预测与

评价结果，以及产业园区低碳化、生态化发展要求，论证产业园区规划规模（产业规模、用地规模等）、

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运输方式的环境合理性。 

9.1.4  基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影响分析，论证产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

分类集中安全处置、集中供热、VOCs 等废气集中处理中心等设施选址、规模、建设时序、排放口（排

污口）设置等的环境合理性。 

9.1.5  特殊类型产业园区规划方案综合论证重点包括： 

a）化工及石化园区重点从环境风险防控要求约束，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环境质量影响

等方面，论证园区选址、产业定位、高风险产业及下游产业链发展规模、园区内部功能分区和用地布局、

污水及危险废物等集中处理处置设施、环境风险防范设施等建设的环境合理性。 

b）涉及重金属污染物、无机和有机污染物、放射性污染物等特殊污染物排放的产业园区，重点从

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管控约束，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人群健康风险、底

泥（沉积物）和土壤环境等累积性影响方面，论证园区产业定位和产业结构、主要规划产业规模和布局、

污染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方案的环境合理性。 

c）以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和化工等重点碳排放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重点从资源能

源利用管控约束，与区域、行业的碳达峰和碳减排要求的符合性，资源与环境承载状态等方面，论证园

区产业定位、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重点涉碳排放产业规模的环境合理性。 

9.1.6  规划方案目标可达性分析和环境效益分析要求执行 HJ 130。 

9.2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9.2.1  规划实施后无法达到环境目标、满足区域碳达峰要求，或与国土空间规划功能分区等冲突，应

提出产业园区总体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的优化调整建议。 

9.2.2  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产业园区空间布局管控要求不符，或对生态保护红线及产业园

区内、外环境敏感区等产生重大不良生态环境影响，或产业布局及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产生的环境风险

不可接受，应对产业园区布局、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9.2.3  规划产业发展可能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环境风险、人群健康影响或资源、生态、环

境无法承载，或超标产业园区考虑区域污染防治和产业园区污染物削减后仍无法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要求，或污染物排放、资源开发、能源利用、碳排放不符合产业园区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等管控要求，应对产业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9.2.4  基础设施规划实施后，可能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或无法满足规划实施需求、难以有效实现

产业园区污染集中治理的，应提出选址、规模、建设时序及处理工艺、排污口设置、提标改造、中水回

用及配套管网建设等优化调整建议，或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建议。 

9.2.5  明确优化调整后的规划布局、规模、结构、建设时序等，并给出优化调整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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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将优化调整后的规划方案作为推荐方案。 

9.3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编制互动情况说明 

说明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编制的互动过程、互动内容，各时段向规划编制机关反馈的

建议及采纳情况等。 

10  不良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与协同降碳建议 

10.1  资源节约与碳减排 

10.1.1  资源节约利用 

从完善产业园区能源梯级高效利用、非常规水资源（如矿井水、中水、微咸水、海水淡化水）利用、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提出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化发展的优化建议。 

10.1.2  碳减排 

提出产业园区碳减排的主要途径和主要措施建议，包括涉碳排放产业规模、结构调整、原料替代，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绿色清洁能源利用，废物的节能与低碳化处置等。 

10.2  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10.2.1  针对潜在的环境风险，提出相关产业发展的约束性要求。 

10.2.2  对可能产生显著人群健康影响的产业园区，提出减缓人群健康风险的对策、措施。 

10.2.3  从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重大风险源在线监控、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防控、突发性环境风险

事故应急响应、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环境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企业、园区、区域环

境风险防控体系的对策，以及产业园区与区域风险防控体系的衔接机制。 

10.3  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 

10.3.1  提出园区落实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及污染防控方案的主要措施和要求，包括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提升水环境质量、分类防治土壤环境污染、完善固体废物收集和贮存及利用处置等。 

10.3.2  针对产业园区既有环境问题和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减缓对策和措施。 

10.3.3  生态环境较敏感或生态功能显著退化的产业园区，应提出生态功能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

策和措施，包括生态修复、生态廊道构建、生态敏感区保护及绿化隔离带或防护林等缓冲带建设等。 

11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与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11.1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11.1.1  拟定跟踪评价计划，对产业园区规划实施全过程已产生的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生态功能影响

进行跟踪监测，对规划实施提出环境管理要求，并为后续产业园区跟踪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跟踪评

价计划基本要求参照执行 HJ 130。 

11.1.2  产业园区跟踪监测方案是跟踪评价计划的重要内容，包括跟踪监测的环境要素、生态指标、监

测因子、监测点位（断面）、监测频次、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执行标准等。 

a）监测点位（断面）布设应考虑环境敏感区、产业集中单元、现状环境问题突出的单元、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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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优先保护区、重点控制断面，区域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单元等。 

b）监测环境要素应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底泥（沉积物）等，

必要时还应考虑可能受影响的产业园区及周边易感人群。 

c）监测因子或指标应包括常规污染因子、特征污染因子、现状超标因子、生态状况指标，以及特

定条件下的人群健康状况指标等。 

11.2   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11.2.1  分行业提出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 

11.2.2  对符合产业园区环境准入的建设项目，提出简化入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 

a）对不涉及特定保护区域、环境敏感区，且满足重点管控区域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简化

选址环境可行性和政策符合性分析，生态环境调查直接引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建议。 

b）对区域环境质量满足考核要求且持续改善、不新增特征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可提出直接引

用符合时效的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现状和固定、移动污染源调查结论，简化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的建议。 

c）对依托产业园区供热、清洁低碳能源供应、VOCs 等废气集中处理、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物

集中处置等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可提出正常工况下的环境影响直接引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建

议。 

12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与环境准入 

12.1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方案 

12.1.1  以改善产业园区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提出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目标、重点、对象和指标，完善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方案。 

12.1.2  以提高产业园区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为目标，提出加强污染源及风险源监管、污染物在线监测、

环保及节能设施建设、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体系建设、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措施和建议，强化产

业园区环境管理措施。 

12.2   产业园区环境准入 

12.2.1  产业园区环境管控分区细化 

12.2.1.1  产业园区与区域优先保护单元重叠地块，产业园区内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河流水系、湿

地、潮间带、山体、绿地等及评价确定需保护的其他环境敏感区，划为保护区域。 

12.2.1.2  保护区域外结合产业园区功能分区，划为不同的重点管控区域。 

12.2.2  分区环境管控要求 

12.2.2.1  落实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区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结合现状调查、影响预测评

价结果，细化分区环境准入要求。 

12.2.2.2  保护区域环境准入应包括以下要求：列出保护区域禁止或限制布局的规划用地类型、规划行

业类型等，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现有开发建设活动提出整改或退出要求。 

12.2.2.3  重点管控区域环境准入应包括以下要求： 

a）空间布局约束要求。对既有环境问题突出、土壤重金属超标、污染企业退出的遗留污染棕地、

弱包气带防护性能区等地块，提出禁止和限制准入的产业类型及严格的开发利用环境准入条件；针对环

境风险防范区、环境污染显著且短时间内治理困难的地块等，提出限制、禁止布局的用地类型或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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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b）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包括产业园区、主要污染行业的主要常规、特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及存

量源削减量和新增源控制量、主要污染物（包括常规和特征污染物）及碳排放强度准入要求，现有源提

标升级改造、倍量削减（等量替代）等污染物减排要求，主要污染行业预处理、深度治理等要求。 

c）环境风险防控要求。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特别是优先控制化学品生产、使用、

贮存的产业园区，应提出重点环境风险源监管，禁止或限制的危险物质类型及危险物质在线量，危险废

物全过程环境监管，高风险产业发展规模控制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或污染土壤修复等管控要

求。 

d）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求。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等准入要求。节能、能源利用

（方式）及绿色能源利用，涉煤项目煤炭减量替代要求；涉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产业园区应提出禁止、

限制准入的燃料及高污染燃料设施类型、规模及能源结构调整等要求。水资源超载产业园区应提出禁止、

限制准入的高耗水行业类型、工序类型及中水回用要求。 

13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参照执行 HJ 130。 

14  评价结论 

14.1  产业园区生态环境现状与存在问题 

结合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和生态环境调查，明确产业园区污染治理、风险防控、环境管理、重要资源

开发利用状况及其与环境管理目标和相关政策要求的差距。给出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现状和历史演变趋

势，环境质量超标的位置、时段、因子及成因。指出产业园区发展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隐患。 

14.2  规划生态环境影响特征与预测评价结论 

明确规划实施产生的显著生态环境影响，以及对重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方式、途径和程度。明确规

划实施的环境风险因素和受体特征，以及环境风险类型、暴露途径、水平和后果。明确规划实施对区域

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和累积效应，以及对实现产业园区环境目标的综合影响。 

14.3  资源环境压力与承载状态评估结论 

结合评价时段内产业园区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需求量及潜在的碳排放水平，明确规划实施带

来的新增资源、能源消耗量和主要污染物、碳排放负荷。指出不同评价时段产业园区主要污染物削减措

施、削减来源及减排潜力，以及主要资源、污染物现状量、减排量（节减量）、新增量，明确规划实施

的资源环境承载状态。 

14.4   规划实施制约因素与优化调整建议 

明确产业园区规划与上位和同层位法律、法规、政策及“三线一单”和相关规划存在的不协调、不

符合或潜在冲突，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角度给出相应解决对策。结合环境影响预测分析评价结果，明确

规划实施的主要资源、环境、生态制约因素，指出与产业园区环境目标和要求不相符的规划内容，并提

出具体、可行的优化调整建议。说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编制互动过程，编制机关采纳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建议优化规划方案的主要内容。 



HJ 131—2021 

12 

14.5   规划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 

从生态保护、环境质量、风险防控、碳减排及资源利用、污染集中治理等方面，明确规划实施的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和要求，以及产业园区资源节约利用、碳减排的主要优化建议。针对产业园区现

状生态环境问题和不同评价时段主要生态环境影响，提出不良环境影响减缓对策、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以及产业园区生态保护和治理措施。 

14.6  产业园区环境管理改进对策和建议 

明确产业园区环境管理现状问题和短板，及与规划期环境目标和要求的差距，给出提高产业园区环

境监管水平和执行能力的对策建议。明确产业园区环境管控分区，给出具体的分区环境准入要求。明确

产业园区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和评价的总体要求和执行要点，规划所含建设项目环评的重点内容、基本要

求及简化建议。 

15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参照执行 HJ 130 要求，并可根据产业园区实际，对报告书章节设置、主要内容及图件进行适当增

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