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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为规范和指导工程生态环境监理工作，提高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服务质量与技

术水平，特制定本技术指南。

本文件由河南省环保产业协会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地质环境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济源蓝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金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地天一

（河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佳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绿立方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安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世义、李世新、张孝娟、魏贵臣、胡祥营、赵根平、

李利彬、张忠良、张志哺、岳翔、李广涛、赵永超、郭显峰、孙相宜、贾义伟、

王磊、张吉波、木锐、柳伟峰、燕昭智、王博。

本文件××××年××月××日为首次发布，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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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程生态环境监理的原则、单位与组织、工作程序、工作内容、

服务质量考核及服务费核算。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编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工程项目，其他工程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

《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G10-2016）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

4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管

理办法（试行）》（环土壤〔2021〕5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环办执法〔2020〕11号）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环办生态〔2019〕49号）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号）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

http://www.mee.gov.cn/gkml/hbb/bwj/201501/W020150113590026890393.pdf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506/t20150610_3033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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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2018〕6号）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12月 13日）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环评

〔2016〕95号）

环保部印发《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

环评〔2018〕11号）

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2017

年第 78号）

《企业设备、建（构）筑物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指南》（T∕CAEPI 16-2018）

3 术语定义

3.1 生态环境监理 eco-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生态环境监理是指生态环境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据有关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生态环境监理技术服务合同（协议）

等，对建设项目或相应工程实施专业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咨询和技术服务，协助和

指导建设单位全面落实工程项目各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工作过程。

3.2 生态环境质量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生态环境质量是指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它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在特定时

间和空间范围内，从生态系统层次上，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的适宜程度，是根据人类的具体要求对生态环境的性质及变化状态的结果进

行的评定。

3.3 生态环境安全 eco-environmental security
生态环境安全狭义的讲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

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

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

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自治，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反之，不健

康的生态系统，是功能不完全或不正常的生态系统，其安全状况则处于受威胁之

中。

https://baike.so.com/doc/5347305-55827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97078-23246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68586-60814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45413-25851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70225-58828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0937-5649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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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三线一单”“Three Base Lines and One List”
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它是

以环境管控单元为载体，系统集成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

控、资源利用效率等各项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对优先、重点、一般三类管控单元

实施分区分类管理，提高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水平。

3.5环境检测 environmental testing
环境检测是指生态环境监理人员在了解环境本底或背景值的基础上，提出必

要的建议或措施进行必要的环境质量监测和观察，掌握施工污染造成的环境质量、

生态效应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明确环境保护的目标和责任。

3.6 生态环境损害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环境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海

水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

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和服务减少。

3.7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investig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采用科学、系统的现场踏勘、监测、观测、访谈、航拍、资料查阅等方法，

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供支持的过程。

3.8 生态环境监理单位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unit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生态环境监理

能力评价证书，为工程项目提供生态环境监理专业技术服务的单位。

3.9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 depart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生态环境监理单位派驻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负责履行委托生态环境监理合同

的实施机构。

3.10 生态环境监理工作范围 working scop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区及受其环境影响的区域。

3.11 生态环境监理工作时段 working hour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生态环境监理单位签订委托生态环境监理合同起至工程建设项目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止。

3.12 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engineer
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经过培训和考试，取得生态环境

监理培训证书，从事工程项目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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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 chie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engineer
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是由生态环境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任命，并书面授权，

全面负责生态环境监理技术服务合同（协议）的履行、主持项目环境监理工作的

环境监理工程师。在项目生态环境监理机构中，总监对外代表生态环境监理单位，

对内负责项目生态环境监理机构日常工作。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应具有相关专

业高级及以上职称的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

3.14 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代表 chie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engineer representative

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代表由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任命并授权，行使总生

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授予权力的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代表

从事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指定的工作。

3.15 生态环境监理员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ervisor
工程项目生态环境监理员应具有相关专业初级以上职称，经过培训和考试，

取得生态环境监理培训证书，从事工程项目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的人员。生态环境

监理员属于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的指导下对工程项目开展具体

的、现场的生态环境监理工作。

3.16 生态环境监理方案 eco-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scheme
在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的主持下编制、经生态环境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

准，用来指导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机构全面开展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4. 生态环境监理原则

法规标准原则：各级生态环境监理人员应首先掌握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

是工程生态环境监理的一条红线，并贯穿到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确保工

程项目整体又好又快建设与区域环境和谐地保护而发展；生态环境监理应严格执

行国家标准与规范。这是对工程实体建设过程和区域环境质量的检测与评价方法

所做的统一规定，也是衡量与保证建设项目综合质量的尺度与基础，同时也是对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方位监督、检查、控制、验收的共同依据。

践诺守信原则：生态环境监理是联系参加建设项目环保施工各方等众多关系

的桥梁纽带，是落实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的重要环节，

是建设项目技术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必须践诺守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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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理工作中要做到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行使监理权。

监帮结合原则：建设项目单位有限度地委托或授权生态环境监理单位，代表

建设项目单位实行有效的企业环境管理行为，项目生态环境监理单位要准确定位。

在落实建设项目施工期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行使合同赋予的“监督”权力的

同时，生态环境监理单位还要积极开展对参建相关各方的“帮助”义务。

5. 生态环境监理单位与组织

5.1 生态环境监理机构

5.1.1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组建

委托监理合同签订后，生态环境监理单位应在单位内部组建生态环境监理项

目部，并将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对项目总监的任命书面

通知建设单位。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在完成委托生态环境监理合同约定的生态环

境监理工作后方可撤销。

5.1.2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要求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组织形式和规模，应根据环境监理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及工程类别、规模、技术复杂程度、环境敏感度等因素确定。生态环境

监理人员的进场时间、数量和配备标准可随工程实际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从而

满足不同阶段环境监理工作的需要。

5.1.3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人员构成

生态环境监理人员应包括项目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

和生态环境监理员，必要时可配备项目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代表。当项目总生

态环境监理工程师需要调整时，生态环境监理单位应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并书面通

知建设单位；当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需要调整时，项目总监应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和承建单位。

5.2生态环境监理人员的职责

5.2.1 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职责

（1） 确定项目生态环境监理项目部人员的分工和岗位职责，代表生态监理



6

单位全面履行环境监理合同。

（2）主持编写项目生态环境监理实施方案，并负责管理生态环境监理项目

部的日常工作。

（3）核查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程分包单位的资质。

（4）检查和监督生态环境监理人员的工作，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人员

调配，对不称职的人员调换其工作。

（5）主持生态环境监理工作会议，签发项目工程暂停通知，签署项目复工

申请表。

（6）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环保相关质量、进度、造价内容。

（7）提出与环保相关的工程变更意见。

（8）参与项目环境保护事故的调查。

（9）参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10）组织编写生态环境监理实施细则、生态环境监理月报（或季报）、各

阶段生态环境监理报告、生态环境监理专题报告和生态环境监理工作总结报告。

（11）组织整理生态环境监理资料，并按规定向相关单位移交。

5.2.2 总监代表职责

（1）负责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指定或交办的生态环境监理工作。

（2）按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的授权，行使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的部分

职责和权力。

5.2.3 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职责

（1）负责编制生态环境监理实施方案、细则。

（2）负责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的具体实施。

（3）组织、指导、检查和监督生态环境监理员的工作，当人员需要调整时，

向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提出建议。

（4）核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计划、方案、申请、变更，

并向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提出报告。

（5）参与环境保护设施中隐蔽工程验收。

（6）定期向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提交生态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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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汇报和请示。

（7）根据生态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情况做好生态环境监理日志和巡查记录。

（8）负责生态环境监理资料的收集、汇总及整理，参与编写生态环境监理

月报（或季报）、各阶段生态环境监理报告、生态环境监理专题报告和总结报告。

（9）核查环境保护相关的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的原始凭证、检测报告

等质量证明文件。

（10）核查环保措施和设施与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的相符性。

（11）完成总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

5.2.4 生态环境监理员职责

（1）在环境监理工程师的指导下开展生态环境监理工作。

（2）检查施工单位投入工程项目的与环保相关的人力、材料、主要设备及

其使用、运行状况，并做好检查记录和影像资料。

（3）对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工艺过程或施工工序进行检查和记录，

并留存图像资料。

（4）承担驻场或旁站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向环境监理工程师报告；

对隐蔽工程留存相关记录及影像资料。

（5）做好环境监理日志和有关的生态环境监理巡查记录；汇总整理环境监

理文档和影像资料。

（6）完成生态环境监理工程师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

6.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

6.1 总体工作程序

（1）通过招投标等方式承揽生态环境监理业务，与业主单位签订生态环境

监理合同，同时组建项目生态环境监理部。

（2）生态环境监理单位通过收集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文件、初步设计及批

复文件、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三线一单”分区管控方案和工程其他基础资

料，在踏勘现场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目标，制定生态

环境监理方案。

（3）对工程设计或施工文件进行施工准备阶段生态环境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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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开始前，根据前期工作编制完成生态环境监理方案和监理细则，

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和难点，并向承包商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交

底。

（5）根据生态环境监理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要求，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监理

工作。

（6）项目完工后协助业主完善调试（试运行）前排污许可、应急预案等相

关环保手续，编制生态环境监理阶段报告。

（7）调试（试运行）阶段，协助建设单位调试配套的环保设施和生态保护

措施，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转。

（8）协助业主单位组织开展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准备工作，编制生

态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向业主单位移交生态环境监理档案资料。

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总体工作程序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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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工程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示意图

6.2 施工准备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

施工准备阶段环境监理工作主要有：

（1）签订生态环境监理服务合同

（2）编制生态环境监理方案

（3）组建生态环境监理机构

（4）开展准备阶段生态环境监理

①熟悉工程所在地省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收集环评及批

复、初步设计、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方案等基础资料，对项目主体工程配套环保

设施设计文件进行审核；同时关注工程在环境敏感区段施工工艺、施工组织方案

及环境敏感区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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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注环保工程与现行环保政策法规要求的符合性，提供环保咨询服务。

③参加发包方与承包商签订合同的技术条款审核。

④参加工程设计交底，了解具体工序或标段的环境保护目标，明确生态环境

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目标，确定生态环境监理重点。

⑤参与承包商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技术审核。

⑥参与总承包项目设计方案的技术审核。

⑦针对进场承包商开展项目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目标的宣贯

工作，协助承包商进场后及时建立完整有效的环保责任体系，该体系需明确分工，

责任到人。

⑧承包商进场后，由生态环境监理单位向业主单位、承包商进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交底，就建设期生态环境监理的关注点与要求进行明确，并建立沟通网络。

施工准备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见图 6-2。

图 6-2 施工期准备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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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工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

生态环境监理在施工阶段及时与业主沟通，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掌握工程进

度安排，按计划进行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开展生态环境安全必要的损害调查，对

工程实际质量、进度、环保投资费用开展环境监理现场工作。项目完工后协助业

主完善调试（试运行）前环保手续，编制生态环境监理阶段报告。施工期生态环

境监理工作程序见图 6-3。

图 6-3 施工期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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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调试（试运行）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

在项目投入调试（试运行）后，生态环境监理单位针对项目主体工程和污染

防治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的试运行情况，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环

境风险应急预案的备案情况开展工作。调试（试运行）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

序见图 6-4。

图 6-4 调试（试运行）阶段生态环境监理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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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态环境监理的工作内容

7.1 建设工程生态环境监理工作内容

7.1.1 批建符合性环境监理

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结合项目设计资料，及时检查已施工完成的工程内容，

核查项目选址、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占地面积、线路走向、总平面布置、生产

工艺、主要生产设备、重要隐蔽工程及各类环境保护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及恢复

工程措施等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相符性，了解设计过程是否出现变更调

整，是否属于“三线一单”中的优先或重点管控区域，对未按建设项目环评及其

批复要求施工的或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调整变更的，生态环境监理单位根据生态

环境部有关重大变更清单等文件确定是否属于重大变更，并及时告知建设单位，

并提出处理建议。

7.1.2 达标环境监理

达标生态环境监理主要是指在工程建设和施工过程中是否符合生态环境质

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如空气环境、地表水、土壤环境的质量标准，噪声、

废气、污水、固体废物等排放的标准的要求等。

（1）生态环境监理人员应对施工人员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培训工

作，监督检查各类临时用地的占地规模、动植物、水土保持、土壤保护措施的落

实情况和恢复情况及生态环境敏感区保护情况；监督检查各类施工建筑垃圾、弃

方、弃渣是否及时收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是否按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处置，施

工现场道路是否畅通，排水系统是否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施工现场是否积水。

（2）监督检查施工布置是否严格按照施工平面图展开，各类机械设备是否

依据有关法规控制噪声污染，机械设备含油废水是否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环

评中对原有项目提出的淘汰落后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完善“三废”治理措施是

否按照要求进行整改；各施工工艺污染物排放环节是否按环保对策执行环境保护

措施。

（3）关注噪声、大气环境保护等防护距离内居民点的拆迁进展情况，对防

护距离内出现的新增环境敏感点，应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及时向环保新政主管

部门报告施工期的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污染纠纷，同时参与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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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环保“三同时”环境监理

环境监理通过现场巡查方式核查各类配套环保设施是否符合环评和设计要

求，环保投资是否到位及其使用情况、是否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保持一致，以确

保环保“三同时”制度有效落实。对环评及其批复文件中要求的“以新带老”、淘汰

落后产能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于环保“三同时”落实过程存在的问题，环境

监理应及时告知建设单位，提出相关建议。

7.1.4 污染防治措施监理

（1）水环境监理：对施工期间废水来源、排放量及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进

行检查，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是否按照“三同时”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

检查其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及规模等是否符合环评和相关设计规范要求；监督检

查项目排水管网建设情况，检查污水排放口的规范化建设及在线监控设施的安装

情况。检查项目厂区范围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及防渗措施是否满足环评及批复要

求，检查厂区及周边地下水敏感保护目标范围内的地下水监控井的建设情况。

（2）大气环境监理：对施工期间废气来源及控制措施进行检查， 重点关注

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检查项目主体工程各生产装置配套的有组织废气处理

措施和设施的建设情况，核查其施工进度、废气收集、净化系统处理工艺及规模、

主要设备、排气筒参数是否符合环评批复要求；核查项目是否落实了无组织排放

控制措施。

（3）噪声环境监理：对施工期间产生噪声和振动设备数量、位置及噪声、

振动控制措施及实施效果进行检查，施工场界噪声、振动满足标准要求。在城市

区域夜间施工的，还应监理是否按程序进行了备案和公示

（4）固体废物处置监理：对施工期间固体废物的来源、产生量及处置措施

进行检查，确保固体废物得到有效综合利用或处置。涉及危险废物的，应检查其

是否按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要求进行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理处置。

7.1.5 生态保护措施监理

核查建设项目是否按照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落实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监

督其实施效果。具体包括生态影响减缓措施、陆生/水生动植物和文物景观保护

措施、场地恢复措施、土壤修复措施，如挡土墙、护坡、截排水沟、客土喷播、

锚固桩等工程措施。

（1）生态影响减缓措施监理：结合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生态特点和保护要求，



15

要求施工单位采取必要的生态保护措施，减少和缓解施工过程中对生态的破坏，

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生态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严格核查工程永久性占地与临时用

地面积、检查项目采取的生态恢复措施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

（2）陆生、水生动植物环境监理：要求施工单位根据工程影响区珍稀野生

动、植物分布状况，制订保护措施并落实，包括为保护野生动植物采取的各种迁

移、隔离保护、建设动物通道、人工增殖放流等方面的措施，复耕、绿化等生态

保护和恢复措施；严格监控施工作业场界与其保护物种的防护距离；严禁砍伐征

占地范围外的森林植被，对征占地范围内的保护物种应在施工前采取有效保护措

施。

（3）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监理：检查线状工程、站场、施工营地等对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的避让措施，核查项目

选址、线路走向与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位置关系是否发生变化；掌握工程区的环

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分布、数量、保护级别、保护内涵等；监理施工征地前、施工

过程中是否对其范围文物古迹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

区等敏感区内开发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划定，严禁人为破坏 区

内资源。

（4）加强施工期环境检测；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顶梁柱”，是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

力支撑。项目生态环境监理组织要按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组织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或开展生态损害调查，具体掌握施工期环境质量达标和生态破

坏情况。开展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生态规划提出 12项约束性指标为主的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或必要的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7.1.6 调试与验收前审核监理

调试与验收前收集相关调试资料，关注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产排污节点等

是否满足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对环保投资的执行情况，检查废水、废气、固废

等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记录、在线监测比对、台账执行的调试情况，环境管

理制度的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等开展监理工作，编制生态环

境监理工作总结报告，参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协助建设单位开展自主

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https://www.so.com/link?m=bpjoPCUS2zZicRot3nkcqF7ASkPOZW9pg8LD%2FlEZqli2D6mFg3vle6nJfK3Ll%2BtmvVW0Cbg1olCkVr55vsSAFuGsTmWRWMAc8qax%2F%2FC%2BiQFXKoiLkaRaJvscv13ya312al58jBC21vrhjm7TAxjvs3pTHmsbvBSsqWHr83qffJaJ7rmr5T23l28xV1yLK3mqS0o5CYGTaWm4srl9Kwe4St1uUA%2Bj1yk9dtWXjY1TCeIY2C2tTeMXkdYdQq3Pd1iyqhlgn0HNqHe1biYf%2FqtMZ9W0VR%2BKv12v9tIfgM2qmhq9fZpq%2B4tmyS6IB%2BedfiA5A1tmB%2FClRO6Co%2B3t9Dv3S%2FqdaWi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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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生态环境监理组织应核查建

设单位排污许可制度落实情况，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发

生排污行为之前，应按照相关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

排放污染物。

鉴于当前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实施企业自主验收，生态环境监理单位应重

点审核《环评法》《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中有明确罚则的 5个检查项，一般

污染源常见的 2类检查项和重点项目的特殊检查项。

7.1.7.重污染天气和特殊时期现场文明施工与索赔处理

国家为确保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切实改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加大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治理力度，

在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包括这两个直辖市和周边 700公里左右半径的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四省所辖的 26个地级城市（简称 2+26城市），以改善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重点，多措并举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全面降低区域污染排放负荷，对现场施工采取了特殊措施。在上述区域开展工程

生态环境监理的应遵守当地现场文明施工有关规定，对涉及到工期和费用索赔的

应认真依规处理。

7.2 企业拆除活动生态环境监理工作内容

7.2.1 批拆符合性核查监理

核查内容包括：

（1）企业拆除活动拆除方案是否评审和备案；

（2）《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是否编制，《企业拆除活动环境应急

预案》是否完成；

（3）遗留物料和遗留污染物、遗留设备、构建筑物、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是

否进行现场清查登记；

（4）是否对不明确的遗留物料和遗留污染物进行了采样分析，是否完成高、

中、低风险区的判定；

（5）是否完成了设备拆解区、清洗区、储存区等拆除作业区的设置与划分。

7.2.2 企业拆除活动环境监理

拆除活动施工环境监理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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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管理、技术人员环保培训是否到位。

（2）主要拆除施工设备、材料、药剂等是否到场，是否满足开工需要。

（3）监督拆除单位按照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和企业拆除施工方案要求的

施工顺序进行拆除施工。

（4）监督拆除单位按照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对厂区内遗留的危化品、原

料、危废、产品、废催化剂等进行清理并妥善处置，包括暂存地点、暂存方式、

暂存时间等。

（5）监督废水、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的转移与运输，包括车辆运输单位

资质、转移与运输路线，运输车次和运输量等。

（6）监督拆除施工中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特别是重污染天气拆除

活动中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现场文明施工管理落实情况。

（7）加强对特种作业和有限空间施工的监管，避免发生中毒、火灾、爆炸、

有毒有害物品泄漏等事故发生。

7.2.3 拆除过程环境监测

跟踪监督拆除施工过程中环境监测计划的落实情况，包括环境监测点位的设

置，监测频次，监测指标等，对拆除活动实施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

物、噪声，拆除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及环境影响监测进行跟踪检查，检查

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环境质量监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定期监督

施工过程环境监测达标情况。

7.2.4 拆除竣工验收阶段环境监理

7.2.4.1 核查施工过程资料

拆除工程量、人员资质、设备合格证、材料合格证、施工过程验收、环境监

测报告、施工过程影像记录、施工变更证明材料、危险废物管理台账等。

7.2.4.2 协助环保专项预验收

拆除活动完成后，环境监理单位应协助业主单位组织开展环保专项预验收。

本阶段工作包括：

（1）拆除工程完成情况。

（2）拆除过程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情况例如：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

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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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除活动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处理达标情况。

（4）根据环境监理过程记录文件，审查拆除产生的废弃物处理处置情况。

（5）编制完成拆除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总结报告。

8.生态环境监理服务质量考核

为了提高生态环境监理服务质量和监理人员技能水平，制定工程项目生态环

境监理工作检查考核评分表。

表 1 生态环境监理项目工作考核评分表

项 目 子项 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监理工作程序控制及规范化管理 25

1、设计交底

和图纸会审

是否参与进行设计交底、图纸会审会议
1

2、监理工作

程序性文件

《监理方案》及内容的完整性、针对性、时效性和规

范性
2

工程师通知单的使用频率、指令措词的合法性、规范

性，指令的闭合性
1

监理月报编制的时效性、完整性 2

合同文件、设备供货文件等的收集 2

3、程序性审

查文件

项目各方管理机构联系方式的建立，管理人员与投标

文件的相符性，人员变更手续的完备性，环保、质保、

安保体系的完整性

2

施工组织设计报批、审查的时效性，审查意见的闭合

性
2

环保专项施工方案是否齐全，报批、审查的时效性，

审查意见的闭合性
1

环保工程的工艺、规模、设备、位置的复核，测量核

实情况
2

开工报审，永久、临时性用地指标数量、施工营地、

料场等选址条件的核查处理方法和记录
1

对环保工程分包商资质的审查 1

4、主要会议

第一次工地会议召开的及时性、纪要整理内容是否齐

全、规范
1

工地例会、环保专题会议、现场协调会召开时间要求

的符合性、纪要整理内容是否完整
1

监理部内容工作会议是否按规定召开，会议记录是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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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5、环保核查、

咨询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三线一单”区域管控

方案符合性核查
2

项目排污许可申请、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项目环境保

护竣工验收咨询；涉及项目变更问题界定及过程产生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咨询、建议等

2

（二）环保工程、设备、施工现场环境质量控制 25

1、质量控制

措施

环保工程的原材料的“三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

证、质量检测报告证明）”核查、验收，不合格材料

的处理过程记录与工程监理的一致性

3

环保设备的名称、型号、产地、结构、性能、的核查，

不符合的处理和处理过程及结果的闭合性
3

环保工程、设备、施工现场旁站方案和旁站记录，旁

站内容和记录的符合性和规范性
3

生态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内容和频率的

符合性，记录整理的规范性
3

环保工程、设备设施、措施批建符合性及结论的准确

性
3

是否有违反环保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条文的情况 3

2 质量控制

实效

项目自查、现场抽检、见证取样实效 3

有无环境投诉、环境污染事故和责任性质量事故 4

（三）环境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25

1、环境安全

管理

主要环境敏感点保护措施和设置的合理性 2

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及搬迁移民情况的管理核查、检

查，报告批复资料是否齐全
2

检查、整改、报告等制度的落实情况 2

对隐蔽工程、重点部位和环节是否进行旁站 2

对现场有毒有害易燃易品是否检查，有无应急预案和

应急演练
2

现场是否督促封闭管理，现场布置是否按施工平面布

置图进行
2

是否有专门的洒水车或定期洒水抑尘 2

是否有独立的环境安全监理台帐和资料 2

2、环境安全

审查

承包人企业、现场管理人员、专职安全员资质报审和

审批，资质和人员数量的符合性
2

3、环境安全

文明管理实

环境风险性较大施工方案的落实、检查情况 2

施工废水、营区生活污水的处理，噪声扰民的控制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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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况

“五牌一图”场容场貌的情况、施工区域的野生动植

物、文物保护情况
1

工程结束的“工完、场净、料清”情况，营区撤离后的

植被恢复、复种效果。
2

（四）进度控制 5

1、进度控制

措施

对环保工程、设备安装施工月进度计划及调试期的审

查
1

工程工期滞后有无原因分析和采取措施 1

对工期延误延期的处理和额外、附加监理工作的处理 1

2、进度控制

实效

工程实际生产和环保竣工验收的时间
2

（五）投资控制 5

1、投资控制

措施

环保工程、设备设计变更和技术核定是否按规定程序

办理
2

现场环保投资的核实依据和手续 1

2、投资控制

实效

有无因环境监理原因给业主节约投资或造成经济损

失
2

（六）环境监理资料管理、办公室的环境布置及工作纪律 15

1、环境资料

管理

资料编制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2

资料归档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2

监理日志的时效性、完整性、闭合性及签阅 2

2、办公室环

境布置

图表是否按办公管理制度上墙 1

办公室是否整洁、卫生 1

3、工作纪律 上班是否挂工作牌 1

是否有穿拖鞋、短裤上班 1

是否有打电脑游戏、打电话聊天、上网等不良行为 1

上工地是否有不戴安全帽或安全帽佩戴不正确现象 2

有无酗酒、赌博，吃、拿、卡、要现象发生 2

9.生态环境监理服务费核算

生态环境监理服务费核算分为比例系数法、成本核算法。

9.1成本核算法

成本加利润加税金的方法以实际环境监理时间（工期）为计算依据，以费用

构成表的形式进行收费。环境监理费用采取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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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成月费用，乘以监理时间得到总费用。环境监理费构成表如下：

表 2 环境监理费用构成表

编号 费用名称
月费用

（万元）

环境监理时

间（月）

总费用（万

元）

直

接

费

用

1 现场环境监理人员工资
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2
环境监理人员现场费用支

出

办公费

通信费

差旅费及补助

保险

3 施工期环境监测费

4
交通工具使用费（包括过路费、油费、折旧

费等）

5 环境监理相关技术资料编制、装订费用*

6 其他

小计

间

接

费

用

1 管理费

2 不可预见费用

小计

利润

税金

合计

9.2 比例系数法

表 3 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收费标准

估算投资额（亿元） 0.1以下 0.1-0.5 0.5-1 1-5 5-10 10以上

环境监理费（万元） 15 15-20 20-30 30-55 55-80 80以上

注：1、表中数字下限为不含，上限为包含；

2、估算投资额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初步设计中的估算投资额；

3、咨询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根据估算投资额在对应区间内用插入法计算；

4、以本表收费标准为基础，按建设项目行业特点和环境监理服务期时间，乘以调整系

数，确定咨询服务收费基准价。调整系数见表 4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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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表中费用不包括环境监测、相关指标检测等费用。

表 4 环境监理收费行业调整系数

主要行业分类 调整系数

化工、石化、石油天然气、交通、铁路、管线运输、冶金、有色、黄金、煤

炭、矿产、轻工、纺织、化纤、医药、市政、水利、水电、旅游
1.2

火电、建材、机械、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林业、畜牧、渔业、农业、

烟草、兵器
1.0

粮食、建筑、信息产业、仓储、邮电、广播电视、勘探、社会服务 0.8

表 5 环境监理工作服务期

服务期（年） ≤1 1-2 >2

调整系数 1 1.2 1.5



23

附录

附录 A 建设项目工程生态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大纲

1 项目由来

2 工程概况

2.1 工程建设情况

2.2 工程项目周围环境状况

2.3 施工方式及进度

3 工程生态环境监理依据

4 工程生态环境监理的工作范围及目标

4.1 监理目标

4.2 监理范围

4.3 监理时段

5 生态环境监理机构设置、岗位职责

6 工程生态环境监理实施概况

6.1 项目批建符合性监理

6.2 达标环境监理

6.3 环保“三同时”环境监理

6.4 污染防治措施环境监理

6.5生态保护措施监理

7工程生态环境监理结论与建议

8 附录

环境监理资料清单及工作影像资料、相关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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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信息汇总表

评估区域空间

范围

省市县（区）

评估区域描述：

坐标范围

经度： 至

维度： 至

高程：

时间范围

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现）时间

污染或生态破坏结束时间 仍未结束或已经结束

污染清理的启动时间

污染清理的终止时间

损害发生原因 安全生产/交通事故/非法倾倒/违规排放/生态破坏/其他（具体说明）（可

多选）

污染

源信

息

污染源

1

位置
省市县（区）

坐标 经度；纬度；高程；

责任主体 无或有（备注名称）

描述

主要污染物

1. 数量

2. 数量

3. 数量

污染源

2

位置
省市县（区）

坐标 经度；纬度；高程；

责任主体 无或有（备注名称）

描述

主要污染物

1. 数量

2. 数量

3. 数量

基线信息 基线信息描述

损害情况 损害类型 大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水生生物/陆生生物/
其他（具体说明）

损害描述

污染清理情况 委托单位

实施单位

主要措施 监测/污染清理/其他（具体说明）

过程描述

调查工作主要 资料收集 数量 编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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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主要缺失资料

现场踏勘 次数 踏勘表编

号范围

快速检测

样品量

实验室检

测样品量

人员访谈 人次 访谈表编

码范围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情况描述

监测点位

数量

实验室样

品数量

调查数据质量

情况

质量情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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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 生态环境质量调查相关技术导则与规范

本部分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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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2）.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3）.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4）.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5）.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6）.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7）.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8）.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9）. GB 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10）.GB 5085.7-201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11）.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12）.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13）. HJ 493 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14）.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15）.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6）. NY/T 396 农田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17）. NY/T 397 农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18）.LY/T181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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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资料性) 样带调查和样方调查

1 方法介绍

样带调查和样方调查是在受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区域收集半定量数据的

方法。该方法系统地将调查范围限制在整个调查区域的一部分，而调查结果可以

推断整个调查区域。样方调查适用于生境类型或损害程度相对均匀的地区，样带

调查更适用于物种丰度或损害沿梯度迅速变化的区域。

2 样带调查

2.1 工具和仪器

样带调查所需工具和仪器主要包括：卷尺（米制尺）、一米桩（每横断面两

个）、相机、地图、航拍照片、标签、防水记号笔、铅笔、现场笔记本、全球定

位系统（GPS）、工作指南、图表、数据表、装植被样本的封口袋、预清洁玻璃

瓶、冷藏箱、铲子、取芯设备、尼龙手套、木质压舌板或金属勺子（用来取土壤

样本）。

2.2 初步调查

评估植被或土壤基质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如轻度、中度、重度）。根据生境

类型（如植被类型、物理环境、土壤条件）和暴露或损害程度对损害造成的影响

进行分类，按照类别对受影响区域进行描述，确定有代表性的未受影响区域作为

对照。描述每个类别区域的基本条件（物理损害或污染程度、生物群、基质类型）

并现场记录。

2.3 样带设置

每一类别区域内至少设置三个样带，并在对照区域内设置三个相应的样带。

选择一个样带方向，样带应该以直角穿过污染或主要受影响区域。如果没有主要

受影响方向，定位样带应该穿过植被或生物区带。

2.4 调查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以下调查工作：

a) 用代码命名各样带，标明损害和类别；

b) 用卷尺调查样带，在两端用标桩固定并标记样带位置，用标签编号并标

记每个样桩；

c) 用指南针调查样带方位并校准样桩。记录指南针角度读数，使用 GPS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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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器识别每个样带的起点和终点，并现场记录；

d) 使用水准仪调查计算高程变化。沿样带间隔拉一条带子，与标记样带末

端的样桩对齐。使用水平尺或水平仪，将前桩顶部与后桩的对应点对齐；

e) 从不同角度对样带进行摄影或录像，并记录；

f) 沿样带以规律的间隔或以坡度、植被、生物区和污染程度的变化记录观

测结果。

2.5 记录要求

样带调查中，应记录以下参数：

a) 物理损害和污染类型描述；

b) 和上一记录点相比，距离和高程变化；

c) 植被参数，包括场地现存物种状况（存活率、死亡率、变黄率、其他描

述参数）、覆盖率、株高和密度等；

d) 生物参数，包括存活覆盖率、生物区类型、丰度、动物行为等；

e) 地质学、土壤或土壤基质情况指标（颗粒尺寸、受干扰百分比、颜色、

矿物学指标等）；

f) 污染物垂直间距、厚度和有植被覆盖的污染物百分比；

g) 土壤基质上覆盖的污染物百分比和污染物渗透土壤的深度；

h) 植被或土壤基质受干扰的类型（踩踏、切割、侵蚀）和程度。

3 样方调查

3.1 工具和仪器

样方调查所需工具和仪器主要包括：相机、地图、计算器、防水标签、手套、

钳子、装植被样本的封口袋、预清洁玻璃瓶、防水记号笔、铅笔、现场笔记本、

GPS、指南针、数据记录表。

3.2 初步调查

初步调查植被或土壤基质损伤的程度和范围。针对受影响程度（如轻度、中

度和重度）和栖息地类型（如植被类型、物理环境、土壤条件）进行分类，按照

类别对受影响区域进行描述，确定有代表性的未受影响区域作为对照。

3.3 样方设置

在每一损害类别区域及其对照区域内至少各设置三个样方，使用随机数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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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选取样方位置。

或者，样方可设立在每类损害区域内的代表性区域中。

3.4 调查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以下调查工作：

a) 运用代码命名各样方，标明损害和类别。运用 GPS 记录样方地点，并

标记在地图上；

b) 0.25 m2的样方是调查工作中使用的标准样方，如果目标物种丰度过大（密

度>25 每样方）则使用 0.063 m2小尺寸的样方；

c) 使用统一的规则放置样方（如样方朝北，或平行于相邻水体）。在样方

的特定角落放置固定样桩（如左上角），并用 GPS 记录样桩位置；

d) 为每一个样方准备带有编号、日期和综合描述的标签，将标签放在样方

的边缘，并从垂直角度拍照记录。

3.5 记录要求

样方调查中，应记录以下参数：

a) 估算每个样方中动植物覆盖率，记录植被存活率和死亡率；

b) 根据需要收集植物样本和土壤样本；

c) 针对同一物种估算总覆盖率时，不应计算重叠部分。如果一个物种覆盖

另一个物种，则每个物种的覆盖率都计入总覆盖率；

d) 如果样方中的物种能被识别，并且数量不多时应清点每个物种的个体数

量；

e) 在计数时，只有当 50%以上的个体覆盖区域在样方边界内时，才算作跨

样方边界的生物体；

f) 在对动物群计数时，仅计数最大直径大于 2 mm 的个体。在每个样方内，

将同一物种的成熟个体和较小个体（幼体）分开计数；

g) 如果可以确定穴居物种，则计算地面或沉积物表面的穴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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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资料性) 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比选表

项目名称： 编号：

调查项目 方案 1 方案 2 ………..

费

用

项

设计费用

实施费用

监测费用

合计

技

术

项

预期目标可达性

成熟度

可靠性

恢复时间

二次污染和破坏

技术功能

恢复的可持续性

效

益

项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公众可接受性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

及技术规定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注：1、修复方案中的费用项的具体指标参照相关预算标准或市场价。

2、费用项和恢复时间应填写具体的数据，其他项可采用简单文字定性方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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