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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实施细则》、《环境统计管理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加强对环境统计

工作的管理，规范环境统计行为，保证环境统计数据的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统计调查方案设计，环境统计数据采集与核算，环境统计数据填报、

汇总和报送，环境统计数据审核，环境统计报告编制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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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计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统计调查方案设计，环境统计数据采集与核算，环境统计数据填报、汇总和报送，

环境统计数据审核，环境统计报告编制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级环境统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

GB/T918.1-89 道路车辆分类与代码 机动车

GB/T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3358 统计学术语

GB/T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

HJ523 废水排放去向代码

HJ/T416 环境信息术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8 号《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环发[2011]153 关于开展 2011 年度环境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统计 Environmental Statistic

指为了解环境污染产生、排放、治理及环境管理等情况而组织开展的、并经同级统计主管部门审核

备案的统计行为。

3.2 环境统计工作 Environmental Statistic Work

指环境统计调查方案设计，环境统计数据采集与核算，环境统计数据填报、汇总和报送，环境统计

数据审核，环境统计报告编制等。

3.3 环境统计调查对象 Environmental Statistic Investigation Object

指接受环境统计调查的总体，由有经济社会活动的、有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的个体单位构成。本标准

中，调查对象分为基本调查单位和综合调查单位。

3.4 基本调查单位 Individual Investigation Unit

指有明确的责任主体、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有明显边界的，需要逐家开展调查的个体单位。

3.5 综合调查单位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Unit

指在一定行政级别的行政单元辖区内，除基本调查单位外的其他个体单位组成的整体。

3.6 重点监控指标 Key Monitoring Index

指工业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氨氮）、工业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粉）尘）、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标。

4 环境统计调查方案设计

根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类型、调查内容和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以及调查指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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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调查类型

本标准中，调查类型根据调查周期分为定期调查和不定期调查。

4.1.1 定期调查

包括普查、年度调查和季度调查。

普查，调查周期为一年，调查时期为日历年的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调查频次为每十年一次，参

照《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执行。

年度调查，调查周期为一年，调查时期为日历年的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调查频次为每年一次，

年度调查数据即为环境统计年报数据。

季度调查，调查周期为一个季度，调查时期为日历年的 1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4月 1日至 6月 30

日、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调查频次为每季度一次，季度调查数据即为环境

统计季报数据。

4.1.2 不定期调查

为了某一特定目的，专门组织的专项统计调查，统计调查时间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4.2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情况以及与污染防治相关的环境管理情况。

4.3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包括有污染产生和排放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城镇生活污染源、机动车，以及实施

污染物集中处（理）置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厂等。

4.4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分为基本调查单位和综合调查单位，综合调查单位的行政级别根据调查目的、数据获取可

操作性等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4.4.1 基本调查单位的确定

确定基本调查单位主要有比例筛选、特定条件和规模值三种方法：

a)比例筛选法

以最新的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库为总体，以一定行政级别的行政单元为基准，按个体单位的重点监

控指标值降序排列，筛选出累计一定比例的个体单位确定为基本调查单位。

b）特定条件法

将有工业废水（气）、重金属或危险废物产生的，以及污染实施集中处理（置）的个体单位确定为

基本调查单位。

c）规模值法

养殖量超过一定规模值的畜禽养殖单元确定为基本调查单位。畜禽种类和规模值按环发[2011]153

号文件确定。

4.4.2 基本调查单位的调整

年度调查，基本调查单位每年调整一次；季度调查，基本调查单位每季度调整一次。

a）基本调查单位的删除。当原有基本调查单位出现断水、断电、主要生产设施拆除、无恢复生产

能力的情况时，将其删除。

b）基本调查单位的新增。符合 4.4.1 中基本调查单位确定条件的所有新、改（扩）建单位，将其

新增纳入调查范围。

4.5 调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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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基本调查单位指标

a）基础信息指标

包括单位名称、位置、企业类型和规模、行业类别、所在流域、受纳水体等。

b）生产台账指标

包括用水量、能源消耗量、原辅材料用量、生产设施运行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

c）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指标

包括污染治理工艺、设施数量、处理能力、运行时间、运行费用、药剂消耗及副产物产生情况等。

d）污染物产生、排放及治理指标

包括废水及水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情况；废气及大气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排放情况；工业固

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综合利用、贮存、处置，以及处理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情况等。

e）污染防治投资指标

包括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治理及其他污染治理的投资情况等。

4.5.2 综合调查单位指标

包括综合调查单位的基础信息，主要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数据，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情况等。

5 环境统计数据采集与核算

5.1 数据采集

5.1.1 基本调查单位的数据来源

a）基础信息指标数据来源于企业营业执照等。

b）生产台账指标数据来源于生产运行报表。

c）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指标数据来源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报表。

d）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指标数据来源于核算结果。核算依据主要有监测数据、产排污系数、

物料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定数据：监测数据来源于基本调查单位的监督性监测数据、自动在线

监测数据、自行监测数据等；产排污系数来源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产排污系数手

册；物料消耗来源于基本调查单位的生产运行报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定数据来源于国家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总量减排核查核算结果。

5.1.2 综合调查单位数据来源

综合调查单位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住建、水务、农业、公安等部门公开发布

的数据。

5.2 数据核算

5.2.1 基本调查单位污染物核算方法

基本调查单位常用核算方法有监测数据法、产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在使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

选用合适的核算方法，并与其他方法对照校核。

a）监测数据法

1）计算方法

依据实际监测的废水、废气（流）量及污染物浓度，计算出水和大气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以水污染物排放量计算为例，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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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QP 
（1）

式中： P i－－报告期内污染物i的排放量
Q－－报告期内废水排放总量
C i－－报告期内污染物i的平均排放浓度

2）适用条件
符合环发[2011]153号文中监测数据有效性要求的，可采用监测数据法核算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

量。

b）物料衡算法

1）计算方法

根据物质质量守衡原理，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料变化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物料衡算公式：

进入系统的物质量=系统输出的物质量+系统内积累的物质量 （2）

2）适用条件

适用于火电、钢铁、炼油等行业二氧化硫的核算，通过硫平衡和综合脱硫效率核算二氧化硫的产生

量和排放量。

c）产排污系数法

1）计算方法

根据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或能源消耗等系数，计算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方法。

计算公式：

WKG ii 
（3）

式中： iG ——报告期内污染物 i的产生/排放量；
iK ——污染物 i的产生/排放系数；

W ——报告期内产品产量（或能源消耗等）。

2）适用条件

对没有有效性监测数据，或不宜通过物料衡算法来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采用产排污系数

法。

5.2.2 综合调查单位污染物核算方法

根据综合调查单位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数据、平均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6 环境统计数据填报、汇总和报送

6.1 数据填报

环境统计数据填报以纸质报表、电子报表、网络在线填报等方式为主，分别以手工录入、模板导入、

直接写入等方式保存进入环境统计业务系统。

6.2 数据汇总

环境统计数据汇总指由基础表生成汇总表的过程，由全国统一的环境统计业务系统完成。

环境统计数据汇总分为原表汇总和专项分类汇总，原表汇总指按各地区行政区划代码标示汇总，专

项分类汇总指按行业代码、流域代码、海域代码等专项代码标示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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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表数据改动后应重新汇总，确保基础表与汇总表数据一致。

6.3 数据报送

环境统计数据报送按照调查对象、区县级环境统计部门、地市级环境统计部门、省级环境统计部门、

国家级环境统计部门的顺序，依次上报。

6.3.1 逐级报送

逐级报送适用于环境统计年报数据。

调查对象将电子报表或纸质报表，经区县级、地市级、省级逐级向上报送至国家级环境统计部门。

6.3.2 跨级报送

跨级报送适用于环境统计季报数据。

调查对象跨过区县级、地市级和省级环境统计部门直接将数据报送至国家级环境统计部门。

7 环境统计数据审核

7.1 审核内容

a）完整性。环境统计调查范围、数据库报表以及报表中指标项填报是否完整。

b）真实性。调查对象是否根据生产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实际情况填报报表；指标的数量级、使

用计量单位是否准确。

c）规范性。调查对象组织机构、行政区划、行业、排水去向等各类代码填报是否规范；数据录入、

汇总的程序和操作等是否规范。

d）逻辑性。同一表中不同指标之间、不同报表有关联的指标之间是否符合逻辑关系等。

e）合理性。污染物变化趋势、平均排放和治理水平等是否合理。

7.2 审核流程

7.2.1 逐级报送审核流程

按审核主体，由调查对象、区县级环境统计部门、地市级环境统计部门、省级环境统计部门、国家

级环境统计部门依次完成相关审核内容。

a）调查对象

采用自审方式，审核内容主要为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b）区县级环境统计部门

审核内容主要为调查对象填报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逻辑性。

c）地市级环境统计部门

审核内容主要为区县级环境统计部门上报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和逻辑性。

d）省级环境统计部门

审核内容主要为地市级环境统计部门上报数据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e）国家级环境统计部门

审核内容主要为省级环境统计部门上报数据的合理性。

7.2.2 跨级报送审核流程

跨级报送审核主体为地市级环境统计部门，全面审核调查对象填报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

逻辑性和合理性，审核通过后，调查对象将数据直接报送至国家级环境统计部门。

7.3 审核技术路线

环境统计数据审核采用资料审核与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a）资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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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汇总数据审核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对照产品产量、能源消耗、用水排水、城镇人口等社会经济数据，审核区

域汇总数据的合理性。

2）行业汇总数据审核

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行业结构、主要产品产量、原辅材料用量等，审核行业汇总数据的合理性。

3）调查对象数据审核

全面审核调查对象的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性、逻辑性和合理性。

b）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重点为污染物产生或排放量大，资料审核中存在明显问题的基本调查单位。

现场核查内容包括生产台账指标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指标的相关数据。

7.4 审核规则

审核规则分为强制性规则和非强制性规则。

强制性规则，是指指标不得漏填或指标之间必须符合一定逻辑关系。

非强制性规则，是指对指标设定常见经验数值范围，对超出范围的数据进行提示，对提示的指标重

点审核。

7.5 审核方法

a）比较法。将历年统计口径相同的指标进行年与年之间的纵向对比，审核数据的合理性。

b）排序法。对某类指标数据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列，审核该指标数据的异常值。

c）比例法。计算某类指标的区域或行业比例，根据区域或行业结构等判断数据的合理性。

d）平均效率法。计算区域或行业污染物平均产生或排放浓度、去除效率等，判断相关数据合理性。

e）逻辑分析法。根据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审核数据之间的逻辑性。

f）推算法。根据产品产量、原辅材料用量、水耗、能源消耗及监测数据等，采用监测数据法、产

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进行推算，审核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数据是否正确。

8 环境统计报告编制

8.1 报告主要类型

环境统计报告主要有环境统计年报、环境统计公报和环境数据手册。

a）环境统计年报

指对当年的环境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分类汇总和编辑，形成完整的年度报告和数据表的书刊。

b）环境统计公报

指对当年环境污染排放、治理和环境管理等情况进行简明扼要叙述的公报。

c）环境数据手册

指通过收录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各领域中的基本数据，形成的综合简明统计资料。

8.2 编制要求

a）报告按照废水及水污染物、废气及大气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等要素进行分类编制。

b）报告以统计数据表为主，并配以必要的文字描述。

d）报告中每类数据表按专题分别设置，如按区域、行业、流域等。

e）报告对数据的调查范围、统计口径、数据来源、核算方法等进行简要说明，并附主要指标的指

标解释，方便用户理解和使用环境统计资料。



7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统计报告编制内容

环境统计报告一般应包含以下内容：

A1 综述

A2 环境统计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A2.1 工业源

A2.2 农业源

A2.3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A3 废水

A3.1 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总体情况

A3.2 各地区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3.3 工业行业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3.4 重点流域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3.5 沿海地区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4 废气

A4.1 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总体情况

A4.2 各地区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4.3 工业行业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4.4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废气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A4.5 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A5 工业固体废物

A5.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A5.2 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A6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A6.1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体情况

A6.2 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A6.3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A7 其他内容

A8 数据表

A8.1 各地区数据表

A8.2 重点城市数据表

A8.3 工业行业数据表

A8.4 流域及入海陆源数据表

A8.5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数据表

A8.6 其他报表

A8.7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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