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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渝环规〔2022〕2 号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生态环境局，机关各处室、分局，各直属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发〔2021〕24 号）、《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产

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

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

的通知》（渝府发〔2022〕2 号）等有关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充分发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优化引领作用，推进产业园区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改革，市生态环

境局制定了《重庆市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联动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联系人：冯永超；联系电话：8856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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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6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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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联动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发〔2021〕24 号）、《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产

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

的通知》（渝府发〔2022〕2 号）等有关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的优化引领作用，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

“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项目环评”）

联动，促进项目环评提速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

提高环评审批质量和效率，推动政府职能向减审批、强监管、优

服务方向转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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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目标。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合规产业园区（指已列

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或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审核认定的园区，以下简称产业园区）内，试点产业园区规划环

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改革，探索制度创新，入驻产业园区的建设项

目依据其环境影响程度和环境风险大小，分类优化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办理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管理方式，在筑牢生态

环境安全底线同时，推动产业园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条件

1.实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的产业园区应依法完成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且规划环评报告书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召集

组成的审查小组的审查。

2.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被采纳落实。

3.产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完善、稳定运行，产业园区环境管

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近 5 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事件。

4.所属区县环境质量稳定达标，产业园区建有大气、水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台账，未超过规划环评核定的园区环境容

量。

5.入驻产业园区的建设项目符合产业园区产业定位、布局和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规划环评环境准入要求。

三、联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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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及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有关规

定，对满足上述条件的产业园区，其入驻产业园区的建设项目分

类优化环评手续办理要求，具体如下。

（一）进一步用好已有政策。

1.免于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分类名录》）未作规

定的建设项目和符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不纳入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建设项目类型的通知》（渝环〔2020〕57

号）要求的建设项目，可免于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2.深入推进告知承诺制管理。按照《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实施告知承诺制改革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渝环规〔2021〕2 号）及其补充通知要

求，深入推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告知承诺制审批。

3.打捆开展环评审批。执行《生态环境部关于优化小微企业

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49 号）、《重庆市生

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渝环规〔2021〕1 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

市生态环境系统助企纾困稳住经济大盘十一条政策措施〉的通

知》（渝环〔2022〕76 号）要求，家具制造、计算机制造等同

一类型小微企业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在明确相应责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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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基础上，可打捆开展环评审批，统一提出污染防治要求，单

个项目不再重复开展环评。

（二）“两简一优”深化联动举措。

依据生态环境部印发《“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

作实施方案》，在试点城市“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

动及优化环评分类管理等方面先行先试”要求，探索深化联动举措。

1.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按照《分类名录》要求应当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简化相关评价内容，

详见附件 1，具体内容为：

（1）环境功能区判定内容可以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

（2）环境现状监测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内容可引用规划环

评中符合时效性要求的监测数据和相关内容（区域环境质量呈下

降趋势或建设项目新增特征污染物的除外）；

（3）依托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已按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

建设并稳定运行的，项目环评只需说明依托情况，无需开展依托

可行性分析；

（4）直接引用规划环评已经论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

政策符合性的结论，项目环评着重分析与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

规及环保政策的符合性。

2.简化公众参与。免予开展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 7 -

的第一次公示，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形成后的公示内容中在网络平台和报纸一并公开，公示时间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在报纸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3.优化环评分类管理。纳入“产业园区优化环评分类管理类

别清单”（见附件 2）的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可由环境影

响报告书简化为环境影响报告表，受理公示相应由 10 个工作日

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加强园区环境质量监测和数据共享。

各区县（自治县，含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

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指导产业园区管理机

构按环境要素对产业园区区域环境质量进行统一监测和评价，梳

理产业园区主要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清单和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

等情况，及时公开共享。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加强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监管，通过强化

对重污染或涉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产业园区的环境质量例行监

测、执法监测以及指导相关产业园区开展自动监测等手段，加强

对产业园区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管，确保区

域环境质量可控。

（四）细化排放总量管理。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指导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建立完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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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大气、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台账，动态更新，引进

建设项目时，应核实未超过规划环评核定的园区环境容量。

对于需要增加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且不属于重点行业（石

化、煤化工、燃煤发电（含热电）、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制浆

造纸）的建设项目，在审批前取得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总

量指标或替代削减方案意见。对于属于重点行业的建设项目，按

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

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 号）要求执行。在项

目投产前，未提交总量指标来源或替代削减措施落实情况证明材

料的，不得核发排污许可证，项目不得投产。

（五）环评与排污许可联动。

对打捆开展环评的项目，企业申领排污许可证时可将打捆环

评批复作为其环评批准文件。

持续推行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联办”模式，按《重庆市生

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环评与排污许可统一受理、同步办理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环办〔2021〕276 号）执行。

四、保障措施

为高质量推动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工作，切实发挥规划

环评优化产业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的作用，推动经济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做好以下工作。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1/t20210108_81659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1/t20210108_816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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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宣传和指导。

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是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

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务必抓好落实。各区县生态环境

部门应向相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做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政

策宣传，按文件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并做好环评手续优化情况统

计，年底报送联动情况。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对规划环评质量及落实情况的监管。采取“定期检查+

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质量监管，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规划环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

未落实规划环评有关要求的，予以督促整改。

强化对联动项目的环评质量监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

相关要求，组织开展产业园区项目环评质量抽查，重点检查“两

简一优”联动项目，是否符合简化要求，以及规划环评提出需要

深入论证的，是否进行论证说明等。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法依

规对建设单位、环评机构、环评编制人员进行处理。

（三）强化环保主体责任落实。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督促产业园区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我

市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规划环评编制和实施工作，积极落实规划

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要求；对实施 5 年且未发生重大调整的开展

跟踪评价；对产业园区定位、范围、布局、结构、规模等发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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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整的，及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指导产业园区内企业落

实联动措施。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园区内企业严格遵守生态环境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环境风

险防范责任，做好自行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本方案自 2022 年 7 月 20 日起施行。

附件：1.项目环评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2.产业园区优化环评分类管理类别清单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 11 -

附件 1

项目环评简化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序号
项目环评

评价内容
可简化的内容 相关要求

1 总则
环境功能区判定内容可以

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
/

2
环境现状调

查与评价

环境现状监测和环境质量

现状评价内容可引用规划

环评中符合时效性要求的

监测数据和相关内容（区域

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或项

目新增特征污染物的除外）。

（1）项目环评应分析引用监测数据的

有效性。

（2）规划环评未涉及或虽涉及，但深

度不能满足项目环评要求而需要增加

的特征污染物监测，应根据项目特征

按照相应环评技术导则要求补充现状

监测数据。

3
环境保护措

施及其可行

性论证

依托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已按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

求建设并稳定运行的，项目

环评只需说明依托情况，无

需开展依托可行性分析。

（1）依托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未超过

规划环评论证的处理规模。

（2）应明确各方责任。

4
环境准入

分析

直接引用规划环评已经论

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

政策符合性的结论，项目环

评着重分析与新颁布实施

的法律、法规及环保政策的

符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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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产业园区优化环评分类管理类别清单

序号
《分类名录》

大类
《分类名录》小类 由报告书调整为报告表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

含发酵工艺的淀粉、淀粉糖

制造

2 食品制造业 14 其他食品制造 149
有发酵工艺的食品添加剂

制造；有发酵工艺的饲料添

加剂制造

3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20
人造板制造 202 年产 20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

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31
钢压延加工 313 年产 50 万吨及以上的冷轧

5 金属制品业 33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

专业电镀园区（集中加工

区）内表面处理项目（电镀，

化学镀，阳极氧化，有钝化

工艺的热镀锌）

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

制造 339

黑色金属铸造年产 10 万吨

及以上的；有色金属铸造年

产 10 万吨及以上的

6 汽车制造业 36
汽车整车制造 361
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

汽车整车制造（仅车型调

整）；汽车用发动机制造（仅

组装的除外）

7
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37
摩托车制造 375

摩托车整车制造（仅车型调

整）；发动机制造（仅组装

的除外）

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
扩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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