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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评报告编制的基本错误探讨
蒋世友
安徽合肥肥东县环境保护局
DOI:10.32629/as.v2i1.1523
[摘

要] 本文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对象,简单介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环评报告审批流程和环评报告的

基本组成,并结合环评报告的基本组成,针对环评报告编制的基本错误加以探讨,供环评报告编制技术人员引以为鉴,以提高环
评报告质量。
[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报告；评价过程；审批流程；基本组成；基本错误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 [1] 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2]

个基本组成部分。

管理名录 的要求,目前大部分的建设项目均需编制建设项

3.2 环评报告基本错误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环评报告)上报到相应的环

3.2.1 环评报告正本错误

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后,方可开工建设。建设项目环评

3.2.1.1 版面格式错误：未按总纲[3]的要求设置报告章

报告编制需遵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
导则和技术方法等的要求,故对环评报告编制技术人员的综
合业务能力要求较高。目前,因为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工

节层次；排版的格式错误。
3.2.1.2 编制依据错误：与项目不符,未及时更新,缺失
地方依据等。

作的技术人员数量众多,且大多数为刚参加工作缺乏经验的

3.2.1.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一览表”错误：表

年轻人,人员业务能力差异较大,故上报的环评报告存在大

中的 5 大基本工程不全；各项目归类划分错误；建设内容不

量的基本错误。所谓基本错误是指环评报告中经常性、普遍

全面；与总平面布置图严重不符。

性存在的常规的、低级的错误,与建设项目本身无关,仅与环
评报告编制有关的错误。

3.2.1.4 产品方案错误：产品方案不清,无规格描述,且
与项目的生产原辅材料、生产设备、总平面布置图、产能、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

生产工艺等不符。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主要包括：环评委托、环

3.2.1.5 主要原辅材料错误：原辅材料表中缺原辅材功

评报告编制、环评报告受理和环评报告审核审批等四个部

用项,且与项目的产品方案、生产设备、总平面布置图、产

分：首先由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委托环评报告编制单位进行项

能、生产工艺不符,缺有毒有害原辅材料的理化性质分析与

目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报告编制单位接受委托后按要求进行

一次最大存储量等内容及成分清单列表。

环评报告的编制,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打印装订成册报送

3.2.1.6 主要生产设备错误：主要生产设备表中缺设备

到相应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受理,再由环境保护主管部

功能和安装位置项,且与原辅材料、产品方案、总平面布置

门进行审核审批,最终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下发项目批文,

图、产品产能、生产工艺等不符。

建设单位获取批文后开工建设。

3.2.1.7 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简况调查错误：报告

2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审批流程

中含有社会简况介绍,内容张冠李戴,与项目无关。

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审批流程主要包括受理、审核和审

3.2.1.8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错误：引用了别的项目报告

批三步：环评报告报送后,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受理,并对环

的监测数据,未进行引用数据的可行性、有效性分析；缺监

评报告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出项目批文,并打印盖章后

测布点图；监测布点不规范；现状评价方法错；项目的特征

下发给建设单位。

因子未作现状监测或引用；执行的质量标准错误。

另外,如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核过程中,发现建设项
目或环评报告存在重大问题时,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建
设项目的建设不可行,则直接将环评报告退回,不作受理,也
不再作审批。

3.2.1.9 环境保护目标错误：环境保护目标不全,有遗
漏；未按相关导则要求列出保护目标。
3.2.1.10 评价适用标准错误：环境质量与排放标准存
在遗漏或多余因子,与现状评价、影响预测评价等对不上,

3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基本组成及错误
3.1 环评报告基本组成

特别是项目的特征因子。
3.2.1.11 关于工程分析错误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按项目类别的不同分为两类：环境影

任何一个项目,工程分析是一切的中心,运营期工艺流

响评价报告书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告书与报告表的基

程与产污节点图(以下简称：流程图)是报告的重点,也是报

本组成相同,主要包括：报告正文、附件、附图和附表等四

告中所有内容的关联节点,如果工程分析有错误,一切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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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出现,也无法避免。
一般情况下环评报告中工程分析错误主要有：
(1)缺少施工期工程分析：如项目为新建项目,包含有施
工期,可工程分析中却无施工期工艺流程分析。
(2)项目流程图与产品方案等不符：如项目有两种或以
上产品方案,可却只有一个流程图。
(3)项目流程图与原辅材料不符：如流程图中未包含所

段落未对齐,表格对齐错误,单位与符号错误等等。再者,报
告中的标题序号错误,章节层次混乱。
3.2.1.14 报告用词用语不当,甚至出现名词概念性错
误：如报告中将大气污染物“浓度贡献值”写成“增加浓度”,
“单因子指数”写成“污染指数” ,另外口头语用作书面语,
如“无”写作“没有”,“非”写作“不是”。
3.2.2 环评报告附件错误

有的原辅材料,仅列出了最主要的一种原料或两种原料,其

3.2.2.1 附件不全：缺企业营业执照、土地证、规划环

它的原辅材料均没有列入(出现“无用的原辅料”),反之出

评批复、引用监测数据原件扫描件、相关环评的批复及验收

现原辅材料清单表中从未出现的原辅料(出现的“无中生有

报告等等,甚至有的报告附件全无。

的原辅料”)。

3.2.2.2 附件不规范：盖章的附件应为彩色,却为黑白

(4)项目流程图与生产设备不符：如流程图中出现了无

件、环评委托函未盖章和缺日期等、监测数据为 Word 版,

对应该生产设备的工艺工序,反之出现了“无用”的设备；

非监测报告扫描件,监测报告中未附现状监测时的监测人员

再者,设备的功用功能与工艺工序对应不上。

采样工作照等。

(5)项目流程图与总平面布置图不符：如流程图与项目
的总平面布置图中的相应的生产工艺工段、生产车间、生产
厂房对应不上,两者互不相关,各自独立。
(6)项目流程图与项目的污染物产生节点、类型不符：如
流程图与相应的污染物无法对应；再者污染物类别标识错误。

3.2.2.3 附件不清楚：如引用项目的监测报告、租房合同
不清楚,无法看清楚其中内容,则无法对内容的真实性作判断。
3.2.3 环评报告附图错误
3.2.3.1 附图不全：如缺园区规划图、项目周边关系图、
项目四邻现状图、敏感目标分布图、项目现状监测布点图、

(7)项目流程图与生产工艺说明不符：主要表现在生产

项目分区防渗图等等；引用监测数据的项目缺本项目与引用

工艺说明不详细,流程图与生产工艺说明不对应,前后不一

项目的位置关系图；改扩建项目缺改扩建之前的现有项目总

致,各自独立。

平面图和改扩建之后的总平面图,多为两图混一图。

(8)项目流程图不规范：如流程图中标识的工艺工序步骤

3.2.3.2 附图不规范：附图中缺比例尺、风向玫瑰图、

名称写成了设备名、原辅材料名；整个流程图中无产污节点,

图例；总平面布置图中缺环保措施；附图与报告内容不一致,

也无污染因子；污染物产生的箭头应为虚线箭头,却画成了实

如总平面布置图中的内容跟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对

线；流程图采用截图,把别的报告,甚至是纸上的图截下来放在

应不上,各个附图的风向玫瑰图不一致。

报告中,一则不清楚,二则根本就不是本项目的,未细化核实。

3.2.3.3 附图不清楚：附图打印时,打印灰度的图片,不

(9)项目流程图与污染源、源强分析对应不上：如流程

清楚；另外,如项目的地理位置图采用地形图截图,无法获知

图标识的污染源却无对应的污染源、源强分析内容,同样所

项目具体位置。

分析的污染源、源强却无对应的工艺流程与产污节点,典型

3.2.4 环评报告附表错误

的前后不一致；再者是项目的污源源强确定随意,未进行细

3.2.4.1 格式错误：未按生态环境部要求,提供标准格式

化核实,跟原辅材料用量、产能严重不符。
(10)改扩项目流程图未按改扩建项目性质提供：如应该

的 Excel 表,却提供了不符合要求的 Excel 表格,甚至为 Word
表、PDF 表格等。

按改扩建项目的性质,分别提供改建之前的现有项目的流程

3.2.4.2 填写内容不规范：建设内容、规模填写不全；

图,再提供改建之后的改扩建项目的流程图,同样污染源分

表中的“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错,未按最新的“建设项目

析也应该按改扩建前后分别进行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8 版 4 月 28 日修订）
”的类别

3.2.1.12 关于环境影响分析错误：施工期环境影响分

进行填写,甚至填成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类别,或者仅有

析太泛泛,没有针对性；项目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缺项、漏

大类无小类,或者仅有小类无大类；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填

项严重；项目环境影响分析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太随意,未作

写错,未按“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

深入的经济与技术可行性论证；缺特殊影响的分析内容。

类别代码填写；
“污染物排放量”中的内容填写不全；建设单

3.2.1.13 关于报告中其它错误
报告中的其它错误一般均较多,如报告中内容前后不一
致,甚至于同一个页面的上、下文之间的内容都不一致,自相
矛盾；报告的结论应该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本项目的

位的信息填写错误；开工与投产时间填写错误等。
3.2.4.3 表格内容缺失：缺园区规划环评的内容,次之
是建设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还有缺项目代码等等。
3.2.4.4 项目地理位置经纬度错误：未以谷歌地球中的

建设是可行的”,可多数报告写成了“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

项目地理位置坐标为准,而是用了其它——奥维、91 等,根本

报告正文中的插图、插表的图题、表题错误较多；文字上的

无法进行项目定位。

张冠李戴错误较多。报告中的版式错误,如标题文字未加粗、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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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中禁用渔药的危害
周风云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韩山镇人民政府
DOI:10.32629/as.v2i1.1513
[摘

要] 本文主要对水产养殖中禁用渔药的种类和危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期为水产养殖产量的增加,保障水产品的安全

提供帮助。
[关键词] 水产养殖；禁用鱼药；危害；安全
现阶段,在我国渔药生产、销售以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

鱼虱、水蜈蚣最为有效的武器。不过有机氯试剂自身具有的毒性

问题,且相关管理体系的构建也不完善,使得很多违禁药品被应

相对较高,降解时间长,在水生物中残留的时间较长,很容易产生

用在水产养殖中,这不仅难以保证公众食用到放心的鱼产品,也

生物富集现象。如果不小心误食这类产品,会导致人体出现器官

阻碍了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基于此,应加大水产养殖户对禁用渔

衰竭,增加患癌几率。所以该类药物早在 60 年代初期时就已经被

药的分辨力度,明确禁用渔药的危害,提高水产养殖效率。

禁停销售和使用了。
现阶段为了降低鱼虱、
水蜈蚣等天敌的侵袭,

1 抗生素

通常是利用有机磷制剂代替原有的有机氯制剂,这不仅能够起到

抗生素类药物是一种微生物合成制剂,以白色针状晶体

消灭和预防的作用,而且也不会对人体造成较大威胁。

形态出现,微溶于水,且水溶液呈中性。最常看到的抗生类药

3 含汞制剂

物有氯霉素和红霉素两种。其中氯霉素在渔业生产中主要被

含汞制剂主要以甘汞为主,其构成成分有二氧化汞、硝

用来治疗赤鳍、红点病、弧菌病和痘疮病等；而红霉素大多

酸亚汞、醋酸汞和吡啶基醋酸汞。该类药品呈现白色晶状颗

被用来治疗白皮病和白头白嘴病等。不过应用该类药品的鱼

粒,在加热后会生成贡元素。众所周知,贡属于重金属的一种,

产品如果被人们食用,会产生较大毒性,很容易影响人体造

对于人、动物有着较大毒性。在水产养殖中,含汞制剂主要

血功能的正常运转,进而导致人们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肠

被应用在解决小瓜虫病、车轮虫、斜管虫、白头白嘴病以及

道菌群失调等症状,降低人体机能以及免疫力水平。

白皮病等症状上,不过由于其分解所产生的贡元素会存在较

对此,我国在抗生素类药品应用上已经制定了较为严格

大毒性,如果被人体使用,轻则会产生中毒反应,重则会导致

的要求,氯霉素制剂禁止被应用在食品或者动物中,对于红

新生儿童畸形、癌症以及突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

霉素制剂,其用量有着严格控制,一般在水产品中的用量不

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汞元素积聚在人体后,很难通过新陈

得超过每公斤 100 微克。另外,为了降低抗生素类药品对水

代谢排出体外。同样的其在鱼体中寄存,也会因为生物链关

产品和人类的危害,还可以利用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

系逐渐转移到人体内,进而造成汞元素堆积,影响各项器官

噁喹酸等同等性能和功效的药品替代,以保证水产品质量。

的运行。因此该类药机已经被我国明文禁止。现今水产养殖

2 有机氯制剂

中,会利用福尔马林来代替原有的含汞制剂进行小瓜虫病的

有机氯制剂一般呈现白色或者淡黄色块状晶体结构,最常见

治疗,另外还有养殖户会采用干辣椒粉、生姜、五倍子和土荆

到的药剂种类有六氯化苯、林丹、毒杀芬、DDT 这四种,是杀灭

芥配置而成的中草药来替代含汞药剂,达到虫害的治疗效果。

目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需受理大量的建设项目环评报告,
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本身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政策的,从环境影
响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但由于所报上来的建设项目
环评报告存在大量的基本错误,造成环评报告的质量低下,评价

家、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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