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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镇雄生态

环境局镇

雄分局

企业事业单

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

案备案

部门规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4月16日环境保护部令第34

号）第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

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开展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分

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备案。

部门规章：《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

1月8日环发〔2015〕4号）第十四条企业

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在环境应急预案签署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所在地县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县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在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较大和重大环境风险企业的环境应急预

1、第一时间报告上级部门，及时控制风险

源。

2、预防与应急准备阶段责任：按规定采取

预防措施，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及时消

除已发现的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隐

患；做好应急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检测

工作。

3、监测与预警：对污染源进行监测及时发

出预警信息。

4、应急处置与救援：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

环境事件警报、采取预警期的措施；及时

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按规定及时采取

措施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按规定及时、准

确、全面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服从上

级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领

导、指挥和协调

5、事后阶段责任：组织调查导致突发环境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或

者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的；

2、未及时消除已发现的可能

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隐患，导

致发生严重突发环境事件的；

3、未做好应急设备、设施日

常维护、检测工作，导致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或者突发环境事

件危害扩大的；

4、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有关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或

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

息，造成后果的；

：《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管理办法

》

其他责任详见“

共性责任”部分

。

1、咨询：镇雄县政

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

局镇雄分局窗口，或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镇

雄分局，电话号码：

0870-3120273，地

址：镇雄县南台街道

办事处五一路2号。

2、纪检监察投诉：

中共镇雄县纪委驻县

住建局纪检组，电话

号码：0870-3125021

地址：镇雄县南台街

道办事处西正街9

号；邮政编码：

65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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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镇雄生态

环境局镇

雄分局

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技术

审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

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建设项目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其环境

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经行

业主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

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

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

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

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

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

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规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规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在规定时间内按法律法

规、规范政策、标准、导则要求对建设单

位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技术审

查；

3、决定阶段责任：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相关文书，按规定

时限和渠道通知业主;                5

、事后监管责任：审查机关对环评开展环

评机构、项目建设单位完成材料的合法性

进行审核，杜绝弄虚作假；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技术审查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而不予受

理的；对不符合受理条件而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政策、标准、导则，但对

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

出肯定或认可意见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查程序

或条件的；

4、在技术审查过程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

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

其他责任详见“

共性责任”部分

。

1、咨询：镇雄县政

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

局镇雄分局窗口，或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镇

雄分局，电话号码：

0870-3120273，地

址：镇雄县南台街道

办事处五一路2号。

2、纪检监察投诉：

中共镇雄县纪委驻县

住建局纪检组，电话

号码：0870-3125021

地址：镇雄县南台街

道办事处西正街9

号；邮政编码：

657200

3

镇雄生态

环境局镇

雄分局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

价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16

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8

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二十

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

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

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依法对单位申报材料进

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备案或者不予备案

决定（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相关文书；信息公

开；

5、事后责任：加强监管，监督建设单位开

展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符合备案受理条件而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而

同意备案的；

3、擅自增设、变更审查程序

或备案条件的；

4、在备案过程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造成较大损失的；

5、收受贿赂，为他人提供方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其他责任详见“

共性责任”部分

。

1、咨询：镇雄县政

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

局镇雄分局窗口，或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镇

雄分局，电话号码：

0870-3120273，地

址：镇雄县南台街道

办事处五一路2号。

2、纪检监察投诉：

中共镇雄县纪委驻县

住建局纪检组，电话

号码：0870-3125021

地址：镇雄县南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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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途径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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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途径
备
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镇雄

县人民政府或昭通市生

态环境局提出行政复

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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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途径
备
注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镇雄

县人民政府或昭通市生

态环境局提出行政复

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镇雄

县人民政府或昭通市生

态环境局提出行政复

议，或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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