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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相關法令制度表 
法令位階 法令名稱 

法律 

·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 (2008-09-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2008-0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 (2007-10-31) 
·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 (2007-10-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 (2005 -02-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4-1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 (2003-12-0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06-28) 
·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 (2002-12-28)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 (2002-10-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 (2002-1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 (2002-06-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理法 (2001-10-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 (2000-10-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2000-04-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法 (1999-10-31)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1996-10-29) 
·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 (1996-08-30)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摘錄） (1993-07-0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 (1991-06-29)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1989-12-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 (1988-1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 (1988-11-0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1998年修正）(1986-06-25) 
·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996年修正）(1986-03-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林法（1998年修正）(1984-09-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環境保護條款摘錄）(1982-12-04)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 (1982-08-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節錄） (1979-07-01) 

行政法規 
（1990~2009）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理管理條例 (2009-03-05) 
·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禽遺傳資源進出境和對外合作研究利用審批辦法 

(2008-09-08) 
·汶川地震災後恢復重建條例 (2008-06-10) 
·全國污染源普查條例 (2007-10-16) 
·民用核安全設備監督管理條例 (2007-09-26)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海岸工程建設專案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理條例 

(2007-09-25) 
·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海岸工程建設專案污染損害海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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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理條例》的決定 (2007-09-25)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例 (2007-04-05) 
·防治海洋工程建設專案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理條例(2006-09-19) 
·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理條例(2006-04-29) 
·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 (2 0 06-01-24) 
·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安全和防護條例(2005-09-14) 
·國務院對確需保留的行政審批專案設定行政許可的決定 (2004-06-29) 
·危險廢物經營授權管理辦法 (2004-05-30) 
·醫療廢物管理條例 (2003-06-04) 
·排汙費徵收使用管理條例 (2003 -01-02) 
·危險化學品安全管理條例 (2002 -01-26) 
·法規規章備案條例 (2001-12-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2000-03-20) 
·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理條例 (1998-11-18)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例 (1996-09-30) 
·淮河流域水污染防治暫行條例 (1995-08-08)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例 (1994-10-09)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行條例 (1993-12-25) 
·核電廠核事故應急管理條例 (1993-08-04)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陸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理條例 

(1990-08-01) 
·建設專案環境保護管理程式 (1990-06-08) 

環境部部門規章 
（2000-2009） 

·限期治理管理辦法（試行） (2009-07-08)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檔分級審批規定(2009-01-16) 
·環境行政覆議辦法 (2008-12-30) 
·關於修改《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安全許可管理辦法》的決定 

(2008-12-16)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分類管理名錄(2008-09-02) 
·國家危險廢物名錄 (2008-06-06) 
·危險廢物出口核准管理辦法 (2008-02-02) 
·現行有效國家環境保護部門規章目錄(截止二○○七年十月十一日) 

(2008-01-29) 
·進口民用核安全設備監督管理規定（HAF604）(2008-01-08) 
·民用核安全設備焊工焊接操作工資格管理規定（HAF603） (2008-01-08)
·民用核安全設備無損檢驗人員資格管理規定（HAF602） (2008-01-08) 
·民用核安全設備設計製造安裝和無損檢驗監督管理規定（HAF601） 

(2008-01-08) 
·排汙費徵收工作稽查辦法 (2 00 7 -10-23) 
·關於廢止、修改部分規章和規範性檔的決定(2007-10-08) 
·電子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管理辦法 (2007-09-27) 
·環境監測管理辦法 (2007-07-25) 
·環境資訊公開辦法（試行） (200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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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統計管理辦法 (2006-11-04)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辦法 (2006-10-26) 
·環境信訪辦法 (2006-06-24)關於廢止、修改部分規章和規範性檔的決定 

(2006-06-05) 
·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環境管理辦法 (2006-03-08) 
·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安全許可管理辦法 (2006-01-18)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行為準則與廉政規定 (2005-11-23)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檔審批程式規定 (2005-11-23) 
·污染源自動監控管理辦法 (2005-09-19) 
·廢棄危險化學品污染環境防治辦法 (2005-08-30) 
·建設專案環境影響評價資質管理辦法(2005-08-15) 
·環境保護法規制定程式辦法 (2005-04-25) 
·地方環境品質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備案管理辦法(2004-11 -11) 
·環境污染治理設施運營資質許可管理辦法(2004-11-08) 
·環境保護行政許可聽證暫行辦法 (2004-06-23) 
·醫療廢物管理行政處罰辦法 (2004-06-02) 
·全國環保系統六項禁令 (2003-12-03) 
·《環境保護行政處罰辦法》修正案 (2003-11-05) 
·專項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查辦法 (2003-10-08) 
·新化學物質環境管理辦法 (2003-09-12) 
·環境影響評價審查專家庫管理辦法 (2003-06-17)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決定廢止的部分環境保護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檔目錄 

(2001-12-27) 
·建設專案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管理辦法 (2001-12-27) 
·淮河和太湖流域排放重點水污染物授權管理辦法(試行) (2001-07-02) 
·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理辦法 (2001-05-08) 
·關於印發《關於加強對消耗臭氧層物質進出口管理的規定》的通知 

(2000-04-14) 

規範性文件 
(2008 ~2009) 

·關於發佈《國家環境保護技術評價與示範管理辦法》的通知 (2009-05-25)
·重點流域水污染防治專項規劃實施情況考核暫行辦法 (2009-04-25) 
·關於印發《規範環境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若干意見》的通知 (2009-03-23)
·關於發佈《環境保護部直接審批環境影響評價檔的建設專案目錄》及《環

境保護部委託省級環境保護部門審批環境影響評價檔的建設專案目錄》

的公告(2009-02-20) 
·關於發佈《中國嚴格限制進出口的有毒化學品目錄》（2009 年）的公告 

(2008-12-31) 
·關於印發《水體污染控制與治理科技重大專項管理辦法（ 試行）》的通知

(2008-12-04) 
·關於發佈《中國環境標誌使用管理辦法》的公告(2008-09-27) 
·關於印發《全國生態脆弱區保護規劃綱要》的通知(2008-09-27) 
·關於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專案環境影響評價管理工作的通知 

(200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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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佈《全國生態功能區劃》的公告 (2008-07-18) 
·關於發佈《環境保護部資訊公開目錄》（第一批）和《環境保護部資訊公

開指南》的公告 (2008-04-30) 
·關於印發《環境保護部工作規則》的通知(2008-04-23) 
·關於印發《污染源自動監控設施運行管理辦法》的通知 (2008-03-18) 
·關於印發《環境保護法律、法規設定的由國家環保總局實施的行政許可專

案及依據目錄》的通知(2008-02-20)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 200 9 年節能減排工作安排的通知 (2009-08-03)
·國務院關於同意成立保障性安居工程協調小組的批復 (2009-07-17)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促進擴大內需鼓勵汽車家電以

舊換新實施方案的通知(2009-06-08)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促進生物產業加快發展若干政策的通知 

(2009-06-05)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調整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監管部際聯席會議成員單位

和成員的函 (2009-05-26) 
·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於 2 00 9 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見的通知 

(2009-05-25)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政府採購管理工作的意見 (2009-04-13) 
· 國務院關於淮河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2009-04-01) 
·國務院關於落實《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部門分工的意見 (2009-03-24)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環境保護部等部門關於實行“ 以獎促治＂ 加快解決

突出的農村環境問題實施方案的通知 (2009-03-04)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調整煤礦整頓關閉工作部際聯席會議成員單位及成員

的函 (2009-03-02) 
·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若干意見 (2009-02-05)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行動 (2008-10-30)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監察部等部門關於深入推進行政審批制度改革意見的

通知 (2008-10-23) 
·國務院關於印發汶川地震災後恢復重建總體規劃的通知 (2008-09-24)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礦山安全生產工作的緊急通知 

(2008-09-16)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

意見 (2008-09-16)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寧夏經濟社會發展的若干意見 (2008-09-12)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節油節電工作的通知 (2008-08-04)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入開展全民節能行動的通知 (2008-08-04)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環境保護部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

通知 (2008-08-01)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關於 200 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見的

通知 (2008-07-30) 
·國務院關於長江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7-29) 
·國務院關於黃河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7-29) 
·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電監會關於加強電力系統抗災能力建設若干意見



 

財團法人中技社委中華經濟研究院計畫成果 5

的通知 (2008-07-01)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地震災區醫療衛生防疫工作的意見 

(2008-06-26)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地震災區恢復生產指導意見的通知 (2008-06-17) 
·國務院批轉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關於當前抗震救災進展情況和下一

階段工作任務的通知 (2008-05-30) 
·關於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工作組組成的通知 (2008-05-19)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 (2008-05-04)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例》若干問題的

意見 (2008-04-30) 
·國務院關於印發 2008 年工作要點的通知 (2008-04-01)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關於《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

求意見的通知 (2008-03-28) 
·國務院關於松花江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2-21) 
·國務院關於遼河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2-21) 
·國務院關於太湖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2-21) 
·國務院關於海河流域防洪規劃的批復 (2008-02-21)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發佈北京百花山等 1 9 處新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名單

的通知 (2008-01-23)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環保總局等部門關於加強重點湖泊水環境保護工作意

見的通知 (2008-01-22)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膠購物袋的通知 (2008-01-09)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環境保護部 http://www.zhb.gov.cn/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