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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 1 月

28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

术指南(试行）》，指导各地及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置肺炎疫情

医疗废物，规范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管理与技术要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

理与技术指南(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肺炎疫情），及

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规范肺炎疫情医疗

废物应急处置的管理与技术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特制定

本指南。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单位可参考本指

南及相关标准规范，因地制宜确定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

技术路线及相应的管理要求。 

  肺炎疫情期间纳入医疗废物管理的固体废物种类、范围以及收

集、贮存、转运、处置过程中的卫生防疫，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

有关要求执行。 

  二、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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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四）《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 号） 

  （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号） 

  （六）《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八）《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8 号） 

  （九）《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

206 号） 

  （十）《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

2008） 

  （十一）《应对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环办

〔2009〕65 号） 

  三、应急处置管理要求 

  （一）完善应急处置协调机制。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本

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分工负

责与联防联控相结合、集中处置与就近处置相结合”的原则，协同卫

生健康、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公安等主管部

门，共同组织好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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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统筹应急处置设施资源。以设区的市为单位摸排调度医疗

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情况，将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

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纳入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

处置资源清单。各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做好医疗废物处置

能力研判，在满足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提出的卫生防疫要求的情况下，

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处置的建议，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启

用应急处置设施。对存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缺口的地市，也可以通过

省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或者在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指导下，协调本省其他地市或者邻省具有富余医疗废物处置

能力的相邻地市建立应急处置跨区域协同机制。 

  （三）规范应急处置活动。各医疗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运

和应急处置单位应在当地人民政府及卫生健康、生态环境、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妥善管理和处置医疗废物。处

置过程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处置相关技术规范操作，保证处置效果，

保障污染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确保水、大气等污染物达标排放，

防止疾病传染和环境污染。应急处置单位应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生态环境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情况，根据形

势的发展和需要可实行日报或周报。 

  （四）及时发布应急处置信息。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

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发布工作。 

  四、应急处置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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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学选择应急处置方式。各地可根据本地区情况，因地制

宜选择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路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产生的医疗废物，宜采用高温焚烧方式处置，也可以采用高温

蒸汽消毒、微波消毒、化学消毒等非焚烧方式处置，并确保处置效

果。 

  （二）合理确定定点应急处置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的，应优

先使用本行政区内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当区域内现有处置能力

无法满足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需要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由列入应急处置资源清单内的应急处置设施处置医疗废物，并实行定

点管理，或者按照应急处置跨区域协同机制，转运至临近地区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因特殊原因，不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可根据

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方案对医疗废物进行就地焚烧处置。 

  （三）推荐分类分流管理和处置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期间，推荐

将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与其他医疗废物实行分

类分流管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应

优先用于处置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其他医疗

废物可分流至其他应急处置设施进行处置。 

  （四）便利医疗机构就地应急处置活动。医疗机构自行或在邻近

医疗机构采用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可豁免

环境影响评价、医疗废物经营许可等手续，但应合理设置处置地点，

避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集中居住区等环境敏感区，并在设区的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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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供应

商应确保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满足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五、应急处置技术要点 

  （一）收集与暂存。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定点医

院应加强医疗废物的分类、包装和管理。建议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对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进行消毒处

理，严格按照《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包装，

再置于指定周转桶（箱）或一次性专用包装容器中。包装表面应印刷

或粘贴红色“感染性废物”标识。损伤性医疗废物必须装入利器盒，

密闭后外套黄色垃圾袋，避免造成包装物破损。医疗废物需要交由危

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应急处置设施处置

时，包装尺寸应符合相应上料设备尺寸要求。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

可对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场所实行专

场存放、专人管理，不与其他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混放、混装。贮存

场所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消毒，暂存时间不超

过 24 小时。贮存场所冲洗液应排入医疗卫生机构内的医疗废水消

毒、处理系统处理。 

  （二）转运。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的运输使

用专用医疗废物运输车辆，或使用参照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要求进行临

时改装的车辆。医疗废物转运过程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运行电子转移

联单或者纸质联单。转运前应确定好转运路线和交接要求。运输路线

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运输时间避开上下班高峰期。医疗废物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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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48 小时内转运至处置设施。运输车辆每次卸载完毕，应按照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进行消毒。有条件的地区，可安

排固定专用车辆单独运输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

不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装、混运，与其他医疗废物分开填写转移联单，

并建立台账。 

  （三）处置。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要优先收集和处置肺炎疫情防治

过程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可适当增加医疗废物的收集频次。运抵

处置场所的医疗废物尽可能做到随到随处置，在处置单位的暂时贮存

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处置单位内必须设置医疗废物处置的隔离区，

隔离区应有明显的标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处置单位隔离区必须由

专人负责，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方法和频次对墙壁、地面、

物体表面喷洒或拖地消毒。 

  （四）其他应急处置设施的特殊要求。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

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非医疗废物专业处置设施开展肺炎疫情医

疗废物应急处置活动，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要求切实做好卫生

防疫工作。应针对医疗废物划定专门卸料接收区域、清洗消毒区域，

增加必要防雨防淋、防泄漏措施，对医疗废物运输车辆规划专用行车

路线，并配置专人管理。接收现场应设置警示、警戒限制措施。进料

方式宜采用专门输送上料设备，防止医疗废物与其他焚烧物接触造成

二次交叉污染。注意做好医疗废物与其他焚烧物的进料配伍，保持工

艺设备运行平稳可控。技术操作人员应接受必要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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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员卫生防护。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过程应

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有关要求，加强对医疗废物和相关设施的消毒

以及操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和日常体温监测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安

排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一线操作人员集中居住。 

  （六）其他技术要点。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其他技术要

点，可参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

206 号）、《应对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医疗废物管理预案》（环办

〔2009〕65 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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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

监测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

署，服务服从抗击肺炎疫情工作大局，根据生态环境部疫情应对工作

领导小组工作安排，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研究部署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工作，坚决防止疫情次生灾害对生

态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方案》提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疫

情防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以肺炎疫情防控为第一要务，积极应对、

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协调地方和有关部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好空气、地表水等相关应急监测工作。 

  《方案》明确了疫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重点。一

是做好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除因疫情防控需要导致交通出行

不便的地区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协调做好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

自动监测运维保障工作，充分发挥自动站监测数据的应急预警作用，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环境质量安全。二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预警监

测，疫情防控期间，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增加余氯和

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标的监测，发现异常情况时加密监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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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采取措施、查明原因、控制风险、消除影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饮水安全。三是完善应急监测预案，提前谋划应急准备工作，结合疫

情防控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肺炎疫情环境应急监测预案，同时，加

强应急监测物资储备，努力提升应对能力。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或

因大量使用消毒用品造成环境次生灾害时，经省级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批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监测。 

  《方案》要求，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

况，科学研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及原因，准确评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或环境次生灾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及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

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发布环境质量信息和应急监测结果，

保障民众的生态环境质量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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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

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 

环办水体函〔2020〕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

境局： 

  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进

一步加强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污水

传播扩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将其作为疫情防控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进一步加强医疗污水收集、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污染物排放等监督管理；主动加强与卫生健康、城镇排水

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二、已发生疫情的地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指导督促接收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

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场所及研究机构，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

（环发〔2003〕197号）、《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

2013）和《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

行）》（见附件）等有关要求，对污水和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

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对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能力未

http://www.mee.gov.cn/gkml/zj/wj/200910/t20091022_172241.htm?keywords=%E5%8C%BB%E9%99%A2%E6%B1%A1%E6%B0%B4%E5%A4%84%E7%90%86%E6%8A%80%E6%9C%AF%E6%8C%87%E5%8D%97
http://www.mee.gov.cn/gkml/zj/wj/200910/t20091022_172241.htm?keywords=%E5%8C%BB%E9%99%A2%E6%B1%A1%E6%B0%B4%E5%A4%84%E7%90%86%E6%8A%80%E6%9C%AF%E6%8C%87%E5%8D%97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hjbhgc/201304/t20130403_250334.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hjbhgc/201304/t20130403_250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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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相关要求的医院，应督促其参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及《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因地制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

（箱），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杀菌消毒。切实加强对医疗

污水消毒情况的监督检查，严禁未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医疗污

水排放。对隔离区要指导其对外排粪便和污水进行必要的杀菌消毒。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城镇污水处理厂切实加强消毒工作，结

合实际，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确保出水粪大

肠菌群数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要求。 

  当前公共场所和家庭为防控疫情多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排

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余氯量可能偏高，影响生化处理单元正常运

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各城镇污水处理厂密切关注进水水质余

氯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确保出水达标。 

  三、未发生疫情的地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发

展，指导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接纳医疗污水的城镇污水处理

机构等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四、加大农村医疗污水处置的监管力度，指导督促卫生院（所）

因地制宜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专门的灭菌消毒，防止病毒

通过医疗污水扩散。严格污水灌溉的环境管理，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

排放医疗污水。 

  五、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做好水质监测，确保饮用水

水源不受污染。加大对农贸市场、集贸市场、超市、车站、机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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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重点场所污水收集处理的现场监督检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排

污，严防发生污染事故。 

  六、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污水和

城镇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信息发布工作。按照生态环境部调度安

排，及时准确统计报送当地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情况。要加强与

卫生健康、城镇排水、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强化联防联

控，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特此通知。 

附件：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2 月 1日 

  （此件社会公开） 

 

附件 

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 

  （ 试 行 ） 

   

    为了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

下简称疫情）患者及治疗过程产生污水对环境的污染，规范医疗污水

应急处理、杀菌消毒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特制定本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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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适用于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以下简称肺炎

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

时隔离场所以及研究机构等产生污水的处理。疫情期间，以上机构产

生的污水应作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强化杀菌消毒，确保

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等各项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相关要求。地方有更严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从其规定。 

  一、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四）《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五）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六）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七）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 

  （八） 《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号） 

  （九） 《“SARS”病毒污染的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环明传

〔2003〕3 号） 

  （十）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 

  （十一） 《氯气安全规程》（GB 11984-2008） 

  （十二） 《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 

  二、总体要求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0802/t20080229_11880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2002/t20200201_761166.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xzfg/202002/t20200202_761167.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002/t20200202_761168.shtml
http://www.mee.gov.cn/zcwj/gwywj/202002/t20200202_761168.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swrwpfbz/200601/t20060101_69193.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shjbh/swrwpfbz/200307/t20030701_66529.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hjbhgc/201304/t20130403_250334.htm
http://www.mee.gov.cn/gkml/zj/wj/200910/t20091022_172241.htm?keywords=%E5%8C%BB%E9%99%A2%E6%B1%A1%E6%B0%B4%E5%A4%84%E7%90%86%E6%8A%80%E6%9C%AF%E6%8C%87%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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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分类管理，严防污染扩散 

  接收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

等）以及相关单位产生的污水应加强杀菌消毒。对于已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的，应强化工艺控制和运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达标排

放；对于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因地制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

（箱），禁止污水直接排放或处理未达标排放。不得将固体传染性废

物、各种化学废液弃置和倾倒排入下水道。 

  （二）强化消毒灭菌，控制病毒扩散 

  对于产生的污水最有效的消毒方法是投加消毒剂。目前消毒剂主

要以强氧化剂为主，这些消毒剂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化学

药剂，另一类是产生消毒剂的设备。应根据不同情形选择适用的消毒

剂种类和消毒方式，保证达到消毒效果。 

  三、采用化学药剂的消毒处理应急方案 

  （一）常用药剂 

  医院污水消毒常采用含氯消毒剂(如次氯酸钠、漂白粉、漂白精、

液氯等)消毒、过氧化物类消毒剂消毒(如过氧乙酸等)、臭氧消毒等措

施。 

  （二）药剂配制 

  所有化学药剂的配制均要求用塑料容器和塑料工具。 

  （三）投药技术 



 

17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应遵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要求。投放液

氯用真空加氯机，并将投氯管出口淹没在污水中，且应遵守《氯气安

全规程》要求；二氧化氯用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用发生器或液

体药剂；臭氧用臭氧发生器。加药设备至少为 2套，1 用 1备。没有条

件时，也可以在污水入口处直接投加。各医院污水处理可根据实际情

况优化消毒剂的投加点或投加量。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且医院污水排至地表水体时，应采取脱氯措

施。采用臭氧消毒时，在工艺末端必须设置尾气处理装置，反应后排

出的臭氧尾气必须经过分解破坏，达到排放标准。 

  四、 采用专用设备的消毒处理应急方案 

  （一）污水量测算 

  国内市场上可提供的成套消毒剂制备设备主要是二氧化氯发生器

和臭氧发生器，这些设备基本可以采用自动化操作方式，设备选型根

据产生的污水量而定。污水量的计算方法包括按用水量计算法、按日

均污水量和变化系数计算法等，计算公式和参数选择参照《医院污水

处理工程技术规范》执行。 

  （二）消毒剂投加量 

  1.消毒剂消毒 

  接收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

等）以及相关单位，采用液氯、二氧化氯、氯酸钠、漂白粉或漂白精

消毒时，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为 50mg/L。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5

小时，余氯量大于 6.5mg/L（以游离氯计），粪大肠菌群数<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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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若因现有氯化消毒设施能力限制难以达到前述接触时间要求，接

触时间为 1.0 小时的，余氯大于 10mg/L（以游离氯计），参考有效氯

投加量为 80mg/L，粪大肠菌群数<100个/L；若接触时间不足 1.0小时

的，投氯量与余氯还需适当加大。 

  2.臭氧消毒 

  采用臭氧消毒，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 20mg/L，接触时间大于

0.5小时，投加量大于 50mg/L，大肠菌群去除率不小于 99.99%，粪大

肠菌群数<100 个/L。 

  3.肺炎患者排泄物及污物消毒方法 

  应按照《疫源地消毒总则》相关要求消毒。 

  五、污泥处理处置要求 

  （一）污泥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

系统 24小时产泥量，且不宜小于 1m3。贮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

利于污泥加药消毒。 

  （二）应尽量避免进行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

离心脱水装置。 

  （三）医院污泥应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要求，由具有危险废物处

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四）污泥清掏前应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 的

规定进行监测。 

  六、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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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污水应急处理的其他技术要点，可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

术指南》《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 

  （二）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对相关

处理设施排出口和单位污水外排口开展水质监测和评价。 

  （三）以疫情暴发期集中收治区为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出

水的消毒工作，结合实际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

施，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要求，对剩余污泥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防止病毒扩散。 

  （四）污水应急处理中要加强污水处理站废气、污泥排放的控制

和管理，防止病原体在不同介质中转移。 

  （五）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

作人员配备工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毒面具以及急救用品。 

  （六）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医疗污水处理单位可参考本方案

及相关标准规范，因地制宜确定疫情期间医疗污水应急处理的具体要

求。 

  抄送：卫生健康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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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中医疗机

构辐射安全监管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环办辐射函〔2020〕51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支持医疗机构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确保辐射安全的前提下，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做好疫情防

控中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为医疗机构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服务保障。 

  二、疫情防控中，在保障其使用场所满足辐射安全和防护相关标

准要求的前提下，医疗机构（含为应对疫情建立的临时集中收治医

院）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应急增加 CT、车载 CT、移动 DR 等 X射线影像

设备用于肺炎诊断的，可豁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辐射安全许可手

续。疫情结束后仍需继续使用的，应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三、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应

于 2020年 1月 31 日前提交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

况 2019年度评估报告，医疗机构可宽限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 1 个月

内提交。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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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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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生态环境部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 推动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通知 

环党组〔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

境局，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明电《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中发电[2020]3号），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生态环境部党组迅速传

达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

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要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切实

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等相关环保工作，以及系统内部疫情防控事

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全力支撑保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政治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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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刻领会落实“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牢记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把防控疫情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

金石和磨刀石，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

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勇于担当作为，切实履行疫情防控环境监管责任 

  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勇于担当作为，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要带头落实防控措施，做到全面动员、全面防控，继续高

度重视做好疫区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环境监管工作，及时掌握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运行情况和处置情况，根据各地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行

负荷和疫情防控情况，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科学指导各地及时、有序、高

效、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推动地方政府保障疫情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能力，坚决做好新型冠状病毒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环境监管工作。湖北

省和武汉市，以及其他疫情高发地区，要切实做好空气、水尤其是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增加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及时公布

监测数据，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同时，还要加强对医院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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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环境监管，确保正常运行并督促指导加

强消毒处理。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作出重大贡献的，要予

以嘉奖；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三、充分发扬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精神，确保每名党员、干部都成

为一面鲜红的旗帜 

  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

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重要指示，落实《生态环境部党组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建设的意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走在前、作表

率，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在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的

第一线，打头阵、当先锋，并广泛动员、组织、凝聚群众，做到群防

群治和联防联控。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无私无畏精神，随时待命，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关键时刻豁得出来、冲得上去，以

最严措施、最严作风、最严纪律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领导干

部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各项值班备勤制度，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要及时总结宣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凝聚起众

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四、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关爱 

  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要严肃纪律规矩，切实加强党员、干部

教育管理，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日常监督，坚决抵制散布谣言，教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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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职工仔细辨别核实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对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得力、不担当不作为甚至擅离职守、迟

报漏报瞒报疫情以及造谣传谣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要全面贯彻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要求，认真做好疫情

防控政策措施宣传解读，普及科学防护知识，提醒干部职工做好自我

防护，主动向群众做好医疗废物处理处置释疑解惑工作，及时、快

捷、有效地向群众宣传防治信息，消除恐惧心理，坚定必胜信心。要

关爱干部职工，密切关注干部职工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确保干部职工思想稳定，真正把关心关爱干部职工的具体举措

落到实处。 

生态环境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全力支撑保障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等情况，可以信息专报和“一图一

故事”的形式及时报送生态环境部。 

 

                               中共生态环境部党组 

                                 2020 年 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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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

境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 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全局观念，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应对疫情有关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

急需项目新、改、扩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疫情防控期间，对国家和地方党委政

府认定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三类建设项目），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实际，及时指导有审批

权的生态环境部门，勇于担当作为，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实施相应

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措施。其中，对临时性的三类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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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临时性建设使用，临时性改扩建或转产等），可以豁免环境影

响评价手续；对疫情结束后仍需使用的三类建设项目，可以实行环境

影响评价“告知承诺制”，或先开工后补办手续。 

  三、 靠前指导、加强帮扶。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与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等部门对接，了解三类建设项目新、

改、扩建需求，做到心中有数，开辟“绿色通道”加强服务保障。项

目前期工作及建设过程中，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指导协调解决好

相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重点指导建设单位优化项目选址，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废水、废气和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理。要协调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单位和技术评估机构，加大技术服务力度，切实保障相关建设项目

及早落地实施。 

  四、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次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各地

好的做法和事例请及时报告我部。 

特此通知。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2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