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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下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李海龙 [1]　吴鲜菇 [2]　刘　梅 [2]

（1.西安市环境监测站，陕西 西安 710119；
2. 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43）

摘　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已经施行 [1], 新固废法进一步加大了对

企业危险废物管理过程中不合规行为的处罚。如何提高危险废物的管理水平成为产废企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针对

固废法中的相应条款，列举了与企业相关的几大重要要素，为企业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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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固废法），该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新固废法共包括 9 章 126 条，较原法

新增加了 41 条条文 [3]，内容上有较大变动的 65 条 , 涵盖工

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农业固体

废物等方面 [4]，本文主要关注新固废法对企业危险废物管理

方面的影响。

通览全文，新固废法特别关注危险废物的源头管控，

强调了产废单位的污染环境防治义务和责任，加大了对企

业不符合固体废物处置要求等行为的处分和罚款力度，对

部分违法行为实行“双罚”制，充分体现了新时期贯彻落

实生态文明思想，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

1 危险废物的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规定，危险废物就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管理名录》（2020

年版）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

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具有腐蚀性、

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

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如果不按照危险废物暂存要求存储或利

用处置不当，不排除危险特性，可能会对周围环境或者人类

健康产生有害影响 [5]，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降低区域环境

质量，制约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瓶颈。

2 新固废法中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

新固废法为危险废物企业划定了十条红线，即：（1）

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置统一的危险废物类别识别标志

及其他标志，最高罚款 100 万元；（2）不按照规定制定具

体的危险废物处置与管理计划，最高罚款 100 万元；（3）

不按照规定建立企业危险废物专用管理台账，最高罚款 100

万元；（4）将危险废物擅自提供或随意委托给无证者，并

可能造成污染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

罪 [6]；（5）擅自倾倒或随意堆放危险废物，并且产生特别

严重的后果，相关责任人根据情节严重程度最高被判处有

期徒刑七年；（6）未按新固废法的规定，在转移、处置危

险废物时没有详细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行为，最高可

以罚款 100 万元，擅自转移、转运危险废物的行为，要进

行行政拘留；（7）运输危险废物需要严格遵守危险货物的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的有关管理办法和规定；（8）——不制

定具体的意外事故防范措施以及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

故应急预案，最高罚款 100 万元；（9）污染环境担责，企

业如果危险废物处置不当，造成重大或特大的污染环境事故，

需缴纳相关负责人每年收入的 50% 作为处罚；（10）未及

时采取必要的和相应的防范措施，导致危险废物产生例如扬

散、溢出扩散、渗出泄漏或者其他一系列环境污染的，进行

所需环境污染处置费用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处罚，所需要

的处置费用如果不足二十万元的，按照二十万元进行计算 [7]。

3 企业加强危险废物管理的对策

根据新固废法，企业危险废物管理不当，会面临巨额罚

款甚至判刑。为此，企业在固体废物管理中，应当重点关

注以下要求，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加强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

收集与贮存、运输途径及最终处置的全程严格精细化管理，

实现危险废物管理规范化、合法化 [8]。

3.1 危险废物应设置的识别标志

新固废法第 77 条对企业存放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包装

容器，以及全过程管理中的设施、场所识别标志做出了规定，

要求危险废物管理过程中必须张贴相关标志、标签。企业

应当在危险废物贮存地点设置醒目的危险废物警示的标志，

在存放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和容器上贴有危险废物标签，并

且及时更换和更新。警示标志及标签的格式、大小应当按

照环保相关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内容应当与现场危险废物

相符，标签上应当详细记载危险废物名称、形态、组分、

危害性等信息。

3.2 危险废物处置管理计划及台账

新固废法第 78 条对危废产生企业的管理计划、管理台

账及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产废企业应

根据企业产废情况制定详细的危险废物管理实施计划，并

报负责监管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危险废物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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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划应该包括年度企业生产状况、工艺及危险废物产生

环节、产生量等基本产废信息，还应当包括使危险废物减

少产生量和进一步降低危险废物损害性的详尽措施以及危

险废物贮存、综合利用、处理措施。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建立符合要求的危险废物管理记

录台账，如实登记有关信息。台账应包括纸质台账和电子

台账，台账内容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置，包括但不限于

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内容，台账的保存时

限必须按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每年年初

登录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地向负责监管的生

态环境部门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括危险废物的类别、年

产生量、去向、储存、处理等有关资料。台账记录和申报

内容要真实、可靠。

企业如果已经获得排污许可证，还同时应该严格执行

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3.3 危险废物贮存管理

新固废法第 79 条和第 81 条要求产废单位在贮存过程

中执行相关标准要求，企业应根据产废情况合理设置危险

废物储存场所，贮存过程中按照具体特征性质进行分类，

禁止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和未经安全性处理的危险废物

在收集、储存、转运、处理等过程混合 , 禁止与一般的工业

固废、日常的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储存。

危险废物的储存场所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地面及

裙角应使用坚固、防渗的的材料制造，并进行防渗处理；

危险废物分类、分区存放、并设置相关标识；存放液体危

险废物的容器下面设置收集池、托盘或其他防渗漏设施。

3.4 危险废物的处置

新固废法第 80 条主要从许可证角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做

出规定，不仅包括对产废企业在危险废物处置方面的要求，

同时还包括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在收集等方面的要求，强

调按证执行，依证处置。因此，企业在选择危险废物储存、

综合利用、处置单位时，必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按照其许

可证载明的种类进行处理，同时应关注许可证的有效日期。

3.5 转移联单

新固废法第 82 条主要涉及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的合法

性，不但包括转移过程需执行转移联单等制度，同时对跨

省转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及程序，主要强调转移过程中的

监控以及转移时限和程序。

企业在转移产生的危险废物时，应当填写相应的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写明转运的种类、数量、接收单位，并与

台账对应，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保存转移联单。

3.6 危险废物的运输要求

新固废法第 83 条中对危险废物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

在严格遵守国家运输管理方面的前提下进行合法合规运输

与转移。

企业在转移危险废物时，应当选择具有有关资质的专

业危险废物运输单位，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采用必要的环

境污染防治措施，并严格遵守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有关的具

体规定。

3.7 应急管理

新固废法第 85 条主要是关于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

急预案及防范措施，从应急预案的制定、备案、监督检查

等方面对产废企业提出了要求。

企业应当根据实际管理情况制定规范化的危险废物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贮存场所专项处置预案，并在主管部门

进行备案。企业在预案中要考虑各类危险废物的特性，针

对可能出现的事故情形，如泄漏、发生火灾爆炸等情况下

对环境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处理、处置及防范措施，还应

当在预案中明确各级人员的职责。企业要定期对应急预案

进行培训和演练，并做好培训记录和演练记录，演练结束后，

进行演练评价与总结。企业还应当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

并定期对应急物资的适用性进行评价。

3.8 从业人员培训

新固废法第 93 条从技术支持、政策、人员等角度阐述

了国家对危险废物防治方面的规定。产废企业在日常生产

中，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学习、掌握国家新政策、新技术，

同时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指导。从业人员的技

术水平决定企业危险废物管理规范化的程度，要不断提升

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确保相关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危险废物

管理过程中的制度、方法等，并定期组织考试，考试合格

方可上岗 [9]。

4 结论

危险废物具有毒性、腐蚀性、感染性等多种危险特性，

其成分复杂，容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较大的危害。

加强危险废物管理水平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环节，

新固废法实施后，企业危险废物管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更

高的要求。企业要提高认识，在危险废物的贮存、利用、

处置等方面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做到全过程规范化管理；

同时加强员工的培训，明确企业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

将各项要求落实到每个部门，明确责任，提升管理，不断

提高企业危险废物管理水平，确保危险废物可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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