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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预防和减少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环境事件的发

生，控制、降低和消除突发水环境事件危害，指导和规范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名录编制工作，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名录编制的一般性要求、编制主体、程序、内容、方法

和成果表达形式。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附录 A~D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于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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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源名录编制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险源名录的编制程序、主要内容、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开展集中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一定范围内具有突

发性环境风险的点源、移动源等风险源的名录编制。农村分散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的风

险源名录编制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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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29744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道路编码规则 

GB 50139     内河通航标准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 740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 773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 747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编码规范 

HJ 33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608          排污单位编码规则 

HJ 523          废水排放去向代码 

CJJ 37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1 号） 

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9 年第 3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识别号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0 年第 4 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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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集中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 centralized surface drinking water source 

指进入输水管网和送到用户的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 1000 人）的在用、

备用、应急和规划的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依据取水口所在水体类型不同，可分为河流型

水源地和湖泊（水库）型水源地。 

3.2 风险源 risk source 

可能向饮用水水源地释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饮用水水源水质恶化的污染源。包括点源、

非点源和移动源。本标准仅考虑点源和移动源。 

3.3 点源 stationary risk source 

可能向水环境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影响饮用水水质安全、或可能因突发环境事件对饮用

水水源造成环境危害的污染物来源，包括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使用、生产或排放企业（如可

能影响水源安全的制药、化工、造纸、冶炼等高污染行业）、尾矿库、规模化养殖场、污水

集中处理厂（设施）和垃圾填埋场，也包括可能排放污水的闸坝、泵站、泄洪口。 

3.4 移动源 mobile risk source 

指运载危险化学品、危险废弃物及其他可能影响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物质的车辆、船舶

等交通工具，在经过特定路段、桥梁或航道时发生交通事故而有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其

风险体现为路段、桥梁或航道的风险。 

3.5 风险排查范围 risk area 

点源：水源地设准保护区的，为准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边界上游长度 20km、陆域宽度 1km

内，且不超过分水岭的范围；水源地未设准保护区的，为二级保护区边界上游 20km、陆域宽

度 1km 以内，且不超过分水岭的范围。当水源地位于感潮河段时，应根据涨落潮的实际情况，

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下游边界外上述距离内的水域、陆域一并纳入风险排查范围。 

移动源：排查范围除点源涉及范围外，还包括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 

3.6 风险源名录 list of risk source 

指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排查范围内所有点源、移动源相关的文字及图件信息的集合，包括

风险源名单、风险源地图和风险源名录技术报告。 

3.7 点源代码 code for stationary risk source 

用于标识点源的一组字符。 

3.8 移动源路段代码 code for road  

用于标识移动源运输道路、桥梁或航道的一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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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制的一般要求 

4.1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查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地表水型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风险状况，编制或修订水源地风险源名录，报上级政府备案； 

跨县级行政区域水源地风险源名录，可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协商后共同编制，或由其共

同的上一级市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参与编制并联合管理； 

跨省（或市）级行政区域水源地风险源名录，由有关市级人民政府协商后共同编制并联

合管理； 

水源地所在地区与供水地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水源地风险源名录，由水源地所在市、

县级人民政府商供水地区同级人民政府共同编制，由水源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 

4.2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及时修订风险源名录： 

4.2.1  风险排查范围内点源的数量或类型发生变化的（包括企业内部风险物质的种类或

数量、生产工艺过程变化等）、风险排查范围内移动源的数量或类型发生重大变化的； 

4.2.2  饮用水水源地风险管理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对

风险源名录编制有新要求的。 

5. 编制的技术步骤 

5.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概况调查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概况调查，为风险源名录编制提供基本信息。水源地环境概况包

括水源地基础状况、自然资源状况、社会经济状况、水环境监测状况、水环境质量状况等。 

5.2 确定风险排查范围 

按照要求确定风险排查范围，并给出排查范围主要拐点的经纬度坐标。 

5.3 风险源基础状况调查 

5.3.1 点源调查的主要内容 

工业企业：厂址和排放口的位置、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存储的风险物质类型及存量、

主要风险环节、已采取或可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距取水口的距离等。 

尾矿库：厂址和排放口的位置、排放方式、排放去向、矿种类型、特征污染物指标浓度

情况、现状库容、基本生产和安全情况、自然条件情况、环境保护情况、历史事件情况和周

边环境敏感情况、已采取或可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距取水口的距离等。 

规模化养殖场：场址和排放口的位置、粪污处理工艺、养殖种类和规模、距取水口的距

离、已采取或可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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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厂址和排放口的位置、处理工艺、设计规模、处理规模、距取水口的距离

等。 

垃圾填埋场：场址和排放口的位置、渗滤液处理工艺、距取水口的距离、已采取或可采

取的风险防范措施等。 

闸坝、泵站、泄洪口：位置及拐点坐标。 

5.3.2 移动源调查的主要内容 

跨越水体或与水体并行的县级及以上公路、桥梁的基本情况及其现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和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措施等，包括但不限于公路和桥梁的位置、长度、宽度、建设等级、

养护程度，公路和桥梁与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的位置关系，公路和桥梁的最大日车流量，桥

梁可承受的最大载重量，公路和桥梁现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危险化学品运输种类和最大运

载量、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制度建设情况等。 

航道、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运载物质信息及监管措施等，包括但不限于

水源地连接水体的航道分布，航道与取水口的位置关系，船舶运输油品、化学品种类和规模，

船舶运输登记监督、水上交通运输安全防护措施等。 

5.4 风险源识别与评估 

对点源和移动源开展风险识别和评估。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到风险源的风险水平，并按

照重大、较大、一般和无风险确定风险源的等级。 

5.4.1 点源的风险评估方法 

（1）工业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参见附录 A。 

（2）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参见 HJ 740。 

（3）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处理厂（设施）、垃圾填埋场需要收集相关信息并备案。 

（4）闸坝、泵站和泄洪口需要在风险地图上标注位置。 

5.4.2 移动源风险评估推荐方法 

参见附录 B。 

5.5 确定风险源名单 

依据风险等级评估结果，将重大、较大及一般风险源纳入风险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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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提出风险管控要求 

按照点源和移动源两类风险源的不同风险管理要求，从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现有应急

队伍、应急设施与应急物资、历史事故经验总结等方面，对水源地风险源现有的管理状况进

行差距分析，并针对各类风险源，分别提出重点和一般管控的具体要求。 

5.7 风险源名录编制与信息化 

编制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名录，并对名录进行信息化、标准化和图形化，形成“一单一

图”（风险源名单和风险源地图）。风险源名录编制技术大纲见附录 C、风险源地图制作要

求见附录 D。 

5.8 技术审查与备案 

组织专家对风险源名录进行审查。通过审查后按 4.1 要求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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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基础状况调查

确定风险排查范围

风险源梳理、识别、评估

形成 一单一图 

风险源名单· 风险源地图

提出管控要求

风险源现有管理状况：风险防范措施、管理机

制、应急设施、应急物资、应急预案

风险管理现状差距分析及要求

风险源名录编写

点源

工业企业：分级评估

尾矿库：分级评估

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处理厂、垃
圾填埋场、闸坝、泵站、泄洪

口：掌握重点信息

移动源：分级评估

名录信息化、专家审查

 

图 1 风险源名录编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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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源名录的主要内容 

风险源名录应包括：水源地概况、风险排查范围、风险源名单、风险源地图、风险源管

理现状差距分析、下一步管控措施与实施计划及附件等内容。 

6.1 水源地环境概况 

包括水源地基础状况、水环境监测状况、水环境质量状况等。 

6.1.1 水源地基础状况 

水源地基础状况包括水源工程建设基础信息、水文基础信息、水源地所在区域自然资源

和社会经济状况等信息。 

（1）水源工程建设基础信息：包括水源地类型、设计供水量、实际供水量、服务年限、

服务人口数量、规范化建设情况。 

（2）水文基础信息：包括河流型水源的年径流量，丰水期径流量、枯水期径流量；湖库

型水源的库容量、上游来水量、下泄水量。 

（3）自然资源状况：包括自然地理概况，气象，水系组成，闸坝、泵站、泄洪口分布。 

（4）社会经济状况：包括行政区划，人口分布，产业规模和结构。 

6.1.2 水环境监测和水环境质量状况 

水环境监测和水环境质量状况包括断面名称，断面位置及经纬度坐标，断面属性（国控、

省控、市控），年监测频次，监测指标，水质现状类别，主要污染物超标情况，湖库富营养

化水平。 

6.2 风险排查范围 

结合水源地所在地的行政区范围、各级保护区边界情况，根据 5.2 节确定风险排查的水域

及陆域范围。 

6.3 风险源名录 

6.3.1 风险源汇总分析 

按照点源和移动源分别对水源地的风险源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如下内容： 

（1）点源：应列明水源地风险排查范围内点源数量、位置，重大风险水平的点源及其主

要风险因子。按照风险水平和点源分布情况，绘制点源风险地图。 

（2）移动源：应列出水源地风险排查范围内已登记的危化品运输企业、移动源个数、涉

水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运输量，列出重大风险水平的风险路段（桥梁/航道），总结分析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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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路段（桥梁/航道）的主要风险因子。按照风险水平和风险路段（桥梁/航道）的分布情况，

绘制风险路段分布图。 

6.3.2 风险源名单 

按照点源和移动源分类制定风险源名单。名单格式见附录 B。 

6.3.3 风险源地图 

按照点源和移动源，分别绘制风险源地图，图中应体现点源或移动源运输路段（桥梁/航

道）风险水平。 

6.4 水源地风险管理现状 

6.4.1 点源风险管理现状 

应列明风险排查范围内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的点源数量，具有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配备完善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无风险防控手段的点源数量。 

6.4.2 移动源风险管理现状 

应列明风险排查范围内移动源、移动源行驶路段（桥梁/航道）数量，已建好应急防护工

程的路段（桥梁/航道）数量。 

6.5 风险管理问题分析及建议 

根据 6.4 的内容，分析风险管理的不足与差距，并根据危害性、紧迫性及整改所需时间的

长短，提出整改要求和工作计划。具体应包括：目前存在问题，风险管理目标，需要采取的

措施、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等。 

7. 成果形式 

风险源名录技术报告 1 份、风险源名单 1 套、风险源地图 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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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业企业风险评估推荐方法 

（规范性附录） 

 

根据工业企业生产、使用、存储和释放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

（Q），评估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结合取水口敏感性（V），综合评

估得到适用本标准的、针对地表水水源地取水口的工业企业点源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将风险

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环境风险三级。 

其中，常见风险物质的临界量、Q 和 M 参照 HJ 941“7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分级”得

出，V 由本推荐方法规定。 

A.1 取水口敏感性（V） 

以水源地取水口作为受体，按照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三者距取水口

的最近距离对受体脆弱性进行类型划分，将受体分为类型 1、类型 2 和类型 3，其脆弱程度

依次降低，分别以 V1、V2 和 V3 表示：  

（1）当距离小于 4 小时流程时，划为 V1 类型； 

（2）当距离小于 8 小时，且大于等于 4 小时流程时，划为 V2 类型； 

（3）当距离大于等于 8 小时流程时，划为 V3 类型。 

A.2 工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水平 

根据水源地脆弱性、企业涉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和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

境风险控制水平（M），按照表 A.1 分级矩阵确定工业企业风险水平。 

表 A.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分级矩阵表 

受体脆弱性类

型（V） 

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

量比（Q）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M1 类水平 M2 类水平 M3 类水平 M4 类水平 

类型1 

（V1） 

1≤ Q＜10（Q1）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10≤ Q＜100（Q2）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Q≥ 100（Q3） 重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2 

（V2） 

1≤ Q＜10（Q1）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10≤ Q＜100（Q2）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Q≥ 100（Q3）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3 

（V3） 

1≤ Q＜10（Q1）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10≤ Q＜100（Q2）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Q≥ 100（Q3）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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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移动源风险评估推荐方法 

（规范性附录） 

 

针对有移动源通过的危险路段，对危险路段的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H）和受体脆弱性

（V）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移动源危险路段的风险水平，从而识别出风险路段。 

如果穿越桥梁的危化品车辆、沿河公路或航道船舶上，存在《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规定的化学物质运输情况，则直接判定该桥梁或路段、航道为重大风险桥梁或重大风险路

段、航道。 

B.1 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H） 

采用指标体系和专家打分法，对路段（航道）通行中的危险物质运输风险和路段自身风

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如 B.1 所示，H 值为表中各项指标之和，该项满分为 100 分： 

表 B.1  路段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指标 

分类 指标 分值 

危险物质运输风险 危险物质泄露指数 Q1 26 

风险管理能力 

建设等级 Q2 20 

养护程度 Q3 16 

警示设施 Q4 16 

应急设施 Q5 22 

监测路段（航道）的实际交通量（pcu/h 或 pcu/a），与该路段（航道）的设计交通量相

比，当比值小于等于 1 时，该路段（航道）直接判定为一般风险，当比值大于 1 时，通过表

B.2 得到路段（航道）危险物质泄露指数打分： 

表 B.2  路段（航道）危险物质泄露指数打分规则 

危险物质泄露指数 
实际交通量

设计交通量
 赋值 

实际交通量

设计交通量
 赋值 

实际交通量

设计交通量
 赋值 

Q1 （1，5] 8 （5，10] 14 [10，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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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能力打分标准见表 B.3： 

表 B.3  路段风险管理能力指标打分标准 

指标完成情

况 

较好 

赋

值 

一般 赋值 较差 赋值 

建设等级

（Q2） 

高速或一级公路 

4 

二级公路 

12 

三级或四级公路 

20 一类桥梁 二类或三类桥梁 四类或五类桥梁 

Ⅵ或Ⅶ级航道 Ⅳ或Ⅴ级航道 Ⅰ~Ⅲ级航道 

养护程度

（Q3） 

定期养护、有监管、有路

面防渗 
3 

出问题时养护、有监

管、有路面防渗 
8 

出问题时养护、

无监管、无路面

防渗 

16 

警示设施

（Q4） 

规范设立警示标志、减速

带 

3 

只有简易警示标志，

无减速带 

8 无任何警示设施 16 
规范设立助航标志、保护

区警示标志 

只有简单的助航标

志，无保护区警示标

志 

应急设施

（Q5） 

有防撞栏、导流槽和应急

池 

6 

只有防撞栏，无导流

槽和应急池 

14 

无任何应急设施 

22 有航标维护管理、安全监

督管理设施和墩柱防撞

保护设施 

有航标维护管理和安

全监督管理设施，无

墩柱防撞保护设施 

无任何安全保障

措施 

计算 H 值，并将 H 值划分为 4 个水平，见表 B.4。 

表 B.4 移动源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评估 H 

移动源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评估打分值（H） 移动源风险管理及应急能力水平 

H＜28 H1 类水平 

28≤H＜54 H2 类水平 

54≤H＜77 H3 类水平 

H≥77 H4 类水平 

 

B.2 路段所处位置的脆弱性水平（V） 

根据路段所在保护区级别，确定其脆弱性水平。其中，穿越桥梁按照其固定所在位置计；

沿河公路，将公路路段进行划分，划分后对每段公路所在位置计；船舶航道，将航道进行划

分，单独对每段航道所在位置计。 

（1）路段（桥梁或航道）位于一级保护区内的，其脆弱性为 V1； 

（2）路段（桥梁或航道）位于一级保护区外、二级保护区内的，其脆弱性为 V2； 

（3）路段（桥梁或航道）位于二级保护区外的，其脆弱性为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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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移动源风险水平分级 

根据获得的 H 值和 V 水平分类，按照表 B.5 对移动源风险水平进行分级。 

表 B.5 移动源风险水平分级 

受体脆弱性 V1 V2 V3 

风险管理及应急能

力 

H1 H2 H3 H4 H1 H2 H3 H4 H1 H2 H3 H4 

风险水平 较

大 

重

大 

重

大 

重

大 

较

大 

较

大 

重

大 

重 

大 

一 

般 

较 

大 

较 

大 

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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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集中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名录编制大纲 

（规范性附录） 

 

 

XXX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名录 

（饮用水水源地编码） 

 

 

 

 

 

 

 

 

 

 

 

 

 

 

 

 

 

 

编制单位： 

编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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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水源地概况 

包括水源地基础状况、自然资源概况、社会经济状况、水质监测状况以及水源地水环境

质量状况。 

C.2 风险排查范围 

写明本标准要求的风险排查范围，并给出相关图件。 

C.3 水源地风险源概况 

C.3.1 点源风险源 

风险源排查范围内所有点源的数量、风险情况、分布状况及相关图件。 

C.3.2 移动风险源 

风险源排查范围内所有风险路段（桥梁/航道）数量、风险情况、分布状况及相关图件。 

C.4 水源地风险源名录 

按照点源和移动源列出风险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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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XX 水源地风险源名单-工业企业部分 

序号 名称 点源代码 
所在地区

(市/县/区) 

所属行

业类别 

厂址位置 危险物

质名称 
CAS 号 

危险物

质储量 

废水排

放去向 

排污口位置 
距取水口距离

(km) 
应急

预案 

应急

物资 

企业

法人 

联系

方式 
风险水平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厂址 排污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注：1.点源代码：该代码按照 HJ 608 中的规定填写；2.危险物质名称：填写危险物质的化学品名；3.废水排放去向：参照《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523 中第 5 章内容填写；4.应急

预案：有/无；5.应急物资：完备/部分/无；6.联系方式：填写能联系到该企业的联系电话；7.该表按照风险水平由重大、较大、一般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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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XX 水源地风险源名单-尾矿库部分 

序号 名称 点源代码 
所在地区（市/

县/区） 

厂址位置 特征污

染物 

使用

年限 

现状库容

（万方） 

废水排

放去向 

排污口位置 
距取水口距离

(km) 
应急

预案 

应急

物资 

企业

法人 

联系

方式 
风险水平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厂址 排污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注：1.点源代码：该代码按照 HJ 608 中的规定填写；2.特征污染物：填写特征污染物的化学品名；3.废水排放去向：参照《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523 中第 5 章内容填写；4.应急

预案：有/无；5.应急物资：完备/部分/无；6.联系方式：填写能联系到该企业的联系电话；7.该表按照风险水平由重大、较大、一般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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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XX 水源地风险源名单-规模化养殖场部分 

序号 名称 点源代码 
所在地区（市/

县/区） 

位置 

畜禽种类 
养殖数量

(只/头) 
处理工艺 

排污口位置 废水排

放去向 

废水排

放量 

应急

预案 
企业法人 联系方式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注：1.点源代码：该代码按照 HJ 608 中的规定填写；2.养殖数量：按照当年最大存栏量计；3.处理工艺：填写粪便污水处理工艺；4.废水排放去向：参照《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523

中第 5 章内容填写；5.应急预案：有/无；6.联系方式：填写能联系到该企业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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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XX 水源地风险源名单-污水处理厂部分 

序号 名称 点源代码 
所在地区

（市/县/区） 

位置 排放口位置 设计规模

（万方） 

处理规模

（万方） 
处理工艺 

排放口排

放去向 

与水源的

关系 
应急预案 企业法人 联系方式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注：1.点源代码：该代码按照 HJ 608 中的规定填写；2.处理工艺：按照实际处理情况填写核心工艺即可；3.排污口排放去向：填写排放入河的河流名称；4.与水源的关系：指排放

河流与取水水源的关系，填“干流”“一级支流”“二级支流”“其他”；5.应急预案：有/无；6.联系方式：填写能联系到该企业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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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XX 水源地风险源名单-垃圾填埋场部分 

序号 名称 点源代码 
所在地区（市/

县/区） 

位置 设计规模

（万方） 

处理规模

（万方） 
处理工艺 废水排放去向 应急预案 企业法人 联系方式 

经度 纬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注：1. 点源代码：该代码按照 HJ 608 中的规定填写；2.处理工艺：按照渗滤液实际处理情况填写核心工艺即可；3.废水排放去向：参照《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523 中第 5 章内容

填写；4.应急预案填写：有/无；5. 联系方式：填写能联系到该企业的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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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XX 水源地移动源名单 

序号 路段名称 路段类型 
移动源路

段代码 
关联水体 

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路段长

度(km) 

所在保护

区级别 

应急防护措施 设计交通量 最大日车流量

（辆/日） 
风险水平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防撞栏 导流槽 应急池 （辆/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注：1.路段类型：桥梁/沿河公路/航道；2.移动源路段代码：填写沿河公路或桥梁的道路编码；3.关联水体：填写道路伴河的河流名称、桥梁跨越的河流名称、航道所在河流名称； 

4.应急防护措施：在分类中写“有”或“无”；5.最大日车流量：填写从当年 1 月 1 日起，至填表截止日期之间最大日车流量；6. 该表按照风险水平由重大、较大、一般的顺序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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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水源地风险管理现状与问题梳理 

C.5.1 点源风险管理情况 

是否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完备应急设施、应急队伍和物资等及问题分析。 

C.5.2 移动源风险管理情况 

运输路线是否为危险废物运输路线、风险路段是否建有完备的应急设施等及问题分析。 

C.6 下一步加强管控的措施及计划 

根据风险管理差距分析，结合风险源的风险水平、风险分布情况，提出具体的、切实可

行的管控要求、措施及实施计划。 

C.7 附件 

（1）需补充的图集和相关编制说明。 

（2）重大风险企业的应急预案（风险水平为重大以下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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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风险源地图制作要求 

（规范性附录） 

 

 

D.1 制图比例尺及图件信息 

水源地风险源电子地图的基础图比例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用，但应不小于1:5万，

可利用经过纠正后的卫星数据；地理坐标采用大地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D.2 基础地理图层 

基础地理信息应至少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图层： 

省级行政区界（如涉及）、地级行政区界（如涉及）、县级和乡镇行政区界、地形、水

系、道路、桥梁、航道、水利工程大坝；省级政府驻地、地级政府驻地、县级和乡镇政府驻

地等。 

D.3 专题图层 

饮用水水源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和准保护区水域和陆域范围、风险排查范围、

风险源分布。饮用水水源取水口、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风险源分布专题图层的属性数

据，至少应包含 CD（饮用水水源地代码）、NAME（名称）、ID（顺序号）等字段。基础

地理图层属性数据，至少应包含 NAME（名称）字段。 

基础地理图层与专题图层，在不影响图纸内容识别的前提下，均可合并绘制。其中，面

图层数据应包含面积信息；线图层数据应包含长度信息。 

D.4 制图步骤 

D.4.1 数据处理 

依据前期调查资料，对饮用水水源地地形地貌等情况进行数据采集，主要包括水源地名

称、地理位置及地理坐标、所在水系或河流湖库、水源地补给（客水情况）、径流和排泄情

况、风险源点源位置及地理坐标、移动源风险路段位置及地理坐标、地质构造情况等。把处

理好的数据建成各种数据图层（能与行政区划图叠加），方便输入作图软件作图。 

D.4.2 成图 

根据风险源分布情况，提取需要的各种数据图层，输入作图软件并对各图层进行调试，

做到科学分层、合理布局，从而完成风险源名录风险分布电子地图的制作。图例格式见表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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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风险源分布电子地图图例格式要求（以 ArcGIS 为例） 

图例类型 名称 图例格式 配色方案 大小/磅 a 

点状 

地表水取水口  RGB（255，0，0） 8 

保护区边界的拐点  RGB（0，0，0） 2 

重大风险企业 
 

RGB（255，0，0） 9 

较大风险企业 
 

RGB（255，170，0） 9 

一般风险企业 
 

RGB（112，168，0） 9 

重大风险尾矿库 
 

RGB（255，0，0） 9 

较大风险尾矿库 
 

RGB（255，170，0） 9 

一般风险尾矿库 
 

RGB（112，168，0） 9 

规模化养殖场 
 

RGB（230，0，169） 9 

污水处理厂 
 

RGB（166，216，247） 9 

垃圾填埋场 
 

RGB（255，255，0） 9 

闸坝 
 

RGB（197，0，255） 9 

泵站 
 

RGB（0，169，230） 9 

泄洪口 
 

RGB（255，255，255） 9 

重大风险桥梁 
 

RGB（255，0，0） 9 

较大风险桥梁 
 

RGB（255，170，0） 9 

一般风险桥梁 
 

RGB（85，255，0） 9 

线状 

保护区边界 
 

RGB（0，0，0） 2 

国家行政区界 
 

RGB（255，190，190） 4 

省级行政区界  RGB（130，130，130） 3 



HJ□□-20□□ 

 

24 

 

图例类型 名称 图例格式 配色方案 大小/磅 a 

地级行政区界 
 

RGB（130，130，130） 2 

县级行政区界  RGB（130，130，130） 1 

乡镇级行政区界  RGB（130，130，130） 0.5 

河流  RGB（115，223，255） 0.5～2 

道路  RGB（0，0，0） 0.5 

重大风险路段  RGB（255，0，0） 0.5~1 

较大风险路段  RGB（255，170，0） 0.5~1 

一般风险路段  RGB（85，255，0） 0.5~1 

重大风险河段       RGB（255，0，0） 0.5～2 

较大风险河段  RGB（255，170，0） 0.5～2 

一般风险河段  RGB（85，255，0） 0.5～2 

面状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  RGB（255，0，0） — 

饮用水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  
RGB（255，255，0） — 

饮用水水源地准保

护区  
RGB（0，92，230）  

水域 
 

RGB（190，232，255） — 

村镇 
 

选用 — 

工业用地  选用 — 

农田  选用 — 

a 为建议值，具体作图时可根据图件比例尺的大小确定图例的大小。1 磅=0.35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