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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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按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HJ2.1）及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的有关 规定，
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产生危险废物的环 境影响
评价工作，指导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 开展相关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特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指南》规定了产生危险废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原则、内容和技术要求。不适用于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从事的各类别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 经营活
动的环境影响评价。 

《指南》适用于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
项目。 

相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划环评工作也可参照《指
南》试行。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 委员会、公安部令 第39号

）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7） 

《危 
《危 

《危 

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及其修改单 
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及其修改单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 GB1556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 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HJ/T 176)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 
《危废物安全填埋处置 工程建设技术要求》 (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4〕75号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5号） 

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令 第5号）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案备案管理办法》（环发〔2015〕4号) 
）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环办〔2015〕99号） 



三、基本原则 

（一）重点评价，科学估算。对于所有产
生危险废物的建设项目，应科学估算产生
危险废物的种 类和数量等相关信息，并将
危险废物作为重点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并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相关章 节中细化完善，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相关内容可 适当简化。 



三、基本原则 

（二）科学评价，降低风险。对建设项目的产生目的
危险废物种类、数量、利用或处置方式、环境影响以
及环境风险等进行科学评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污染
防治对策措施。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
妥善利用或处置产生的危险废物，保障环境安全。 

（二）科学评价， 低 。对建设 目产生的危 废物种类、数量、利用或处置 方式、环境影响以及环
境 

等进行科学评价 



三、基本原则 

（三）全程评价，规范管理。对建设项目危险废 
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全过 
程进行分析评价，严格落实危险废物各  法律制 

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的规范 度，提高 建设项目危
险化水平，促进危险 废物的规范化监督管理。 



（一）工程分析 

1．基本要求 

工程分析应结合建设项目目主辅工程的原辅材
料使用情况及生产工艺，全面分析各类固体 
废物的产生环节、主要成分、有害成分、理 
化性质及其产生、利用和处置量。 

 

 



（一）工程分析 

2．固体废物属性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治法》《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34330-2017），对建设项目产生的物 

质（除 目标产物，即：产品、副产品外）
，  依据产生来源、利用和处置 过程鉴别属
于固 体废物并且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应按 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等进行属

性判定。 



（一）工程分析 

（1）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直接判 

定为危险废物。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应

对照名录明确危险废物的类别、行业来源、

代码、名称、危险特性。 

  



（一）工程分析 

（2）未列入《国家危 废物名录》，但从工艺流程及 

产生环节、主要成分、有害成分等角度分析可能具有 
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环评 段可类比相同或相似的 

固体废物危险特性判定结果，也可选取具有相同或相 
似性的样品，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类固体废物产生后，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对

所 产生的固体废物再次开展危险特性鉴别，并根据

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按

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进行归类管理。 



（一）工程分析 

 

 

（3）环评阶段不具备开展危险特性鉴别条件的可能含 有危险特性

的固体废物，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应明确疑似危险废物的名称、
种类、可能的有害成分，并明确暂按危废物从严管理，并要求在该
类固体废物产生后开展危特性鉴别，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应按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5085.7）等要求给出详细的危险废物特性鉴别方案建议。 



《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 

三、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目，不得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一）未经批准擅自发生重大变动的； 

（二）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决定要 
求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未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建设单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受 
到处罚 ，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四）验收报告不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收技术规范的； 

（五）存在其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
规 等情形的。 



（一）工程分析 

2．固体废物属性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治法》《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34330-2017），对建设项目产生的物 

质（除 目标产物，即：产品、副产品外）
， 依据产生来源、利用和处置 过程鉴别属
于固体废物并且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物质，
应按 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
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等进行属性

判定。 



（一）工程分析 

3．产生量核算方法 

采用物料衡算法、类比法、实测法、产排污系数 

法等相结合的方法核算建设 目危险废物的产生 量。 

 对于生产工艺成熟的项目，应通过物料衡算法分 
析估算危险废物产生量，必要时采用类比法、产 排
污系数法校正，并明确类比条件、提供类比资料；
若无法按物料衡算法估算，可采用类比法估算，但
应给出所类比项目的工程特征和产排污特 征等类比
条件；对于改、扩建项目目可采用实测法 统计核算
危险废物产生量。 



（一）工程分析 

4．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分析应给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环节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并以表格的形式列
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数量、类别、形态、危险特性
和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样表见表1。 

在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中应标明危险废物的产生环
节，在厂区布置图中应标明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
施）、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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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污染防治措施一栏中应列明各类危险废物的贮存、利用或处置的具体方式。对同一

贮存区同时存放多种危险废物的，应明确分类、分区、包装存放的具体要求。 

（一）工程分析 
表1工程分析中危 废物汇总样

表 



（二）环境影响分析 

1．基本要求 

在工程分析的基础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从危险
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等全过程
以及建设期、运营期、服务期满后等全时段角度考虑，
分析预测建设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进而指导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的补充完善。 

同时，应特别关注与项目有关的特征污染因子，按《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大气环境》等要求，开展必要的土壤、地下水、大
气等环境背景监测，分析环境背景变化情况。 



（二）环境影响分析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环境影响分析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环境影响分析内容应包括： 
（1）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及其
修改单，结合区域环境条件，分析危险废物贮存场选址的可
行性。 
（2）根据危险废物产生量、贮存期限等分析、判断危险废物
贮存场所（设施）的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3）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的要求，分析预测危险废
物贮存过程中对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以及环境
敏感保护目标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环境影响分析 

3．运输过程的环境影响分析 
分析危险废物从厂区内产生工艺环节运输到贮存
场所或处置设施可能产生散落、泄漏所引起的环
境影响。对运输路线沿线有环境敏感点的，应考
虑其对环境敏感点的环境影响。 



（二）环境影响分析 

4．利用或者处置的环境影响分析 
利用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析应包括： 
（1）按照《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危险废
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等，分析论证建设项目危险废物
处置方案选址的可行性 
。 
（2）应按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同阶段开展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
施（含协同处置危险废物设施）的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分析对环境
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防护距离要求。必要时，应开
展服务期满后的环境影响评价。 
 
（3）对综合利用危险废物的，应论证综合利用的可行性，并分析可
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二）环境影响分析 

5．委托利用或者处置的环境影响分析 
 环评阶段已签订利用或者委托处置意向的，
应分析危险废物利用或者处置途径的可行性。暂
未委托利用或者处置单位的，应根据建设项目周
边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分布情况、处置
能力、资质类别等，给出建设项目产生危险废物
的委托利用或处置途径建议。 



（三）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1．基本要求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对建设项目可研报
告、设计等技术文件中的污染防治措施的技
术先进性、经济可行性及运行可靠性进行评
价，根据需要补充完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措
施。明确危险废物贮存、利用或处置相关环
境保护设施投资并纳入环境保护设施投资、
“三同时”验收表。 



（三）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2．贮存场所（设施）污染防治措施 
分析项目可研、设计等技术文件中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
所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运行与管理、安全防护与监测、关
闭等要求是否符合有关要求，并提出环保优化建议。危险废
物贮存应关注“四防”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明确
防渗措施和渗漏收集措施，以及危险废物堆放方式、警示标
识等方面内容。 

对同一贮存场所（设施）贮存多种危险废物的，应根据项目
所产生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性质，分析论证贮存方案与《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中的贮存容器要求、
相容性要求等的符合性，必要时，提出可行的贮存方案。 



（三）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3.运输过程的污染防治措施 
按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分析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
运过程中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
并论证运输方式、运输线路的合理性。 



（三）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4．利用或者处置方式的污染防治措施 
按照《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和《水泥
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等，
分析论证建设项目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技术、经
济可行性，包括处置工艺、处理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装备（装置）水平的成熟、可靠性及运行的稳定性和
经济合理性，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可靠性。 



（三）污染防治措施技术经济论证 

5．其他要求 
（1）积极推行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
化，提出合理、可行的措施，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2）改扩建及异地搬迁项目需说明现有工程危险
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情况
及处置能力，存在的环境问题及拟采取的“以新带
老”措施等内容，改扩建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与现
有贮存或处置的危险废物的相容性等。涉及原有设
施拆除及造成环境影响的分析，明确应采取的措施。 



（四）环境风险评价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
和地方环保部门有关规定，针对危险废物产生、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风
险识别和源项分析并进行后果计算，提出危险废物的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编制意见，并纳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专题。 



（五）环境管理要求 

按照危险废物相关导则、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严格落实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与监测制度，对项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各环节提出全过程环境监管要求。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
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
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 
对冶金、石化和化工行业中有重大环境风险，建设地点敏感，
且持续排放重金属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提出
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要求，并将后评价作为其改扩建、技改
环评管理的依据。 



（六）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归纳建设项目产生危险废物的名称、类别、数
量和危险特性，分析预测危险废物产生、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可能造成的环
境影响，提出预防和减缓环境影响的污染防治、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改进
建议。 



（七）附件 

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相关附件可包括： 
 
1．开展危险废物属性实测的，提供危险废物特性
鉴别检测报告； 
 
2．改扩建项目附已建危险废物贮存、处理及处置
设施照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