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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档案分类表》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项目实施

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13〕54号），将《中国档案分类法 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HJ/T 7-94）

制修订工作列入 2013年标准制修订项目，项目编号为 2013-89，由苏州大学承担。

2020年 1 月 8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以《关于变更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任务承担

单位的函》（厅函〔2020〕2号）将本标准制修订任务的承担单位变更为生态环境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

1.2 工作过程

1.2.1 编制任务正式启动

2012年 9月 20日，苏州大学立项申请成功并接到由原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制修订任务通

知，并于 2013年 11月 29日在苏州会议中心召开了实施方案论证会。2014年 3月，原环境

保护部主持了该标准开题论证会，同意通过开题论证。

1.2.2 编制任务变更

2020年 1 月 9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接到任务变更通知后，召开了《中

国档案分类法 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编制启动会，成立标准编制组，确定标准编制主要工

作任务和具体安排，继续开展本标准制修订工作。

1.2.3 资料收集，拟定标准制修订思路

编制组收集了国内外档案分类方面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科学研究及相

关规定，收集了生态环境部及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其下属机构的

职能资料，总结分析我国生态环境档案分类需求，确定了本次标准制修订的方向和思路。

1.2.4 开展调研工作

通过实地调研、座谈、电话咨询和视频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调研，借鉴和吸取档案分类

过程中先进的做法及管理模式，找出原档案分类表与生态环境档案管理工作不符合不衔接不

适应的部分，确保标准制修订内容的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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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关键问题研判

结合资料分析、需求调研的情况，分析生态环境档案分类的实际问题，判断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发展趋势，全面分析生态环境档案分类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1.2.6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0年 3 月底，编制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初稿后进行专家外审。2020

年 5月中旬上报生态环境部审核。2020年 6月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专家评审会，

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编制组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和内部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的最终版。

2 标准制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客观需求

为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档案管理工作，实现生态环境档案分类检索体系的标准化、规范

化，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系统的检索利用服务，发挥生态环境档案的作用，更好地为我

国生态环保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对 1994版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2.2 现行标准的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

1994版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制定至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职

能和内容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态环境部整合了以往分散在国务院各部门的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职责，1994版分类表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生态环境档案管理的需要。

3 国内外相关标准

3.1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3.1.1 我国档案分类标准

本标准制修订所借鉴参考的现行国内档案分类相关标准见表 1，这些标准是其所对应的

专业档案分类与编码的最新标准和规则，充分结合中国特色和新时代特征，突出了行政管理、

特殊业务技术和科学研究等重要内容，为本标准制修订提供了参考。

表 1现行档案分类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GB/T 15418-2009 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2 GB/T 26853.1-2011
成套设备、系统和设备文件的分类和代号 第 1部分：规则和

分类表

3 GB/T 36294-2018 抽水蓄能发电企业档案分类导则

4 NB/T 51065-2016 煤炭工业企业档案分类规则

5 QX/T 223-2013 气象档案分类与编码

6 DB44/T 1308-201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分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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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我国生态环境档案相关标准

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档案管理相关行业标准主要有 11项（见表 2），为保障本标准制修

订的规范性、完整性和适用性，编制组在制修订本标准时充分借鉴这些标准的相关内容。

表 2 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档案管理相关行业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备注

1 HJ/T 7-94 中国档案分类法 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 1995/1/1 修订中

2 HJ/T 8.1-9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科学研究 1995/1/1 修订中

3 HJ 8.2-2020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生态环境监测 2020/4/1

4 HJ/T 8.3-9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1995/1/1 修订中

5 HJ/T 8.4-9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污染源 1995/1/1 修订中

6 HJ/T 8.5-9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保护仪器设备 1995/1/1 修订中

7 HJ/T 9-95 环境保护档案著录细则 1996/1/1 修订中

8 HJ/T 78-2001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数据采集规范 2002/4/1

9 HJ/T 79-2001 环境保护档案机读目录数据交换格式 2002/4/1

10 HJ/T 295-2006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监察 2006/12/1

11 征求意见稿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核与辐射安全 — 正在制定

3.2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从国外生态环境档案管理工作重点上看，国外对“水、气、土”三大要素的环保管理工作

方面与国内大体相同，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家特色。例如，大部分国家都突出了可持续发展、

垃圾分类和环保教育等主题。

4 标准制修订的依据、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修订的依据

以《中国档案分类法》及原环境保护部、国家档案局印发的《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

（原环境保护部 国家档案局令第 43号），《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国环规法

规〔2020〕4号）等为依据，结合生态环境档案信息资源的具体情况进行制修订。

4.2 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

遵循并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与国家相关标准相协调，满足生态环境档案分类的

特点和基本需求，具有逻辑性、易用性、概括性和前瞻性。

4.3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修订的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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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次标准规范制修订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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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所属单位各类生态环境档案的信息分类标引、建

立分类目录，其他专业系统可参照本分类表进行有关生态环境档案的信息分类。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国家标准两项和《中国档案分类法》，共 3项，详见标准正

文。

5.3 结构框架

本标准共有十个部分组成，分为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编码方法、

体系结构、交叉关系处理和共性区分、注释、简表、主表、附录。

5.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新增了 5个术语及其定义。主要包括：（1）生态环境档案；（2）生态环境档案分

类表；（3）类目；（4）代码；（5）复分。

5.5 体系结构

本部分指明了本分类表的主要组成结构（简表、主表、附录三部分），根据《中国档案

分类法》的体系结构并结合生态环境档案的实际特点，设置了 12个基本类目。

5.6 交叉关系处理和共性区分

5.6.1 关于交叉关系的处理

生态环境系统的不同部门，在职责上存在着交叉关系，对于有交叉关系的档案作了如下

技术处理。

（1）集中设类：为了满足利用者的需要，对一些适合集中的类目规定集中设置。

（2）分别设类：对不宜集中设类的，恰当地划分各类目的归属范围。

5.6.2 关于共性区分问题

采用复分：对于普遍和大量存在的共性类目，采用复分的办法。附录中的综合复分表可

供主表任何一级类目进行细分。国内行政区划依 GB/T 2260复分，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依

GB/T 2659复分。

5.7 注释

为了正确运用本分类表，对有些类目作了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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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简表和主表

为便于快速查询大类，简表列出了生态环境档案的二级类目代码和类目名称。主表则详

细列出了生态环境档案的三级类目代码和类目名称。

5.9 附录

提供了综合复分表（附录 A、B），旨在对某些具有共性区分的类目进行再分类。此外，

为了指导相关人员准确地使用本分类表，最大限度地提高本标准执行水平和效率，本标准还

提供了《档案分类标引示例》（附录 C）。

6 标准实施建议

本次标准制修订以《中国档案分类法 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HJ/T 7-94）为基础，结

合生态环境档案管理的最新要求，兼顾各级生态环境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具有较强适用性，

适用于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直属单位档案管理工作，其他机构（部门）在

日常工作中所涉及的生态环境档案分类和管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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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准修改及意见回应

征求意见稿专家评审意见回应表

序号 专家意见 意见回应

1

类目序号应尊重历史，在保留原有类

目基础上适当扩展，确保达到延续与

继承、最小修改的目的。

已将打乱原有分类顺序并重新设置的分类表进行

了通篇修改，在保留 94版分类类目不变的基础上，

在相应的类目后面进行补充扩展。

2
类目名称应力求准确规范、简明易

懂、好记易检索，便于掌握使用。

通篇对类目名称进行了修改完善，对 SA2 生态环

境监测部分的类目，将属于归档范围的类目剔除，

对分类重新进行了精简归类。

3
不宜将一次事故、一项工程、一台仪

器设备不同阶段的档案拆散、割裂。

对 SA33 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事故的分类方式进行了

修改，不再按事故的不同阶段进行分类，而是按事

故的污染类型进行分类，对于跨类型的污染事故可

以采取使用辅助符号“+”进行组配；对 SA63民用

建筑等采取按工程项目分类的思路，不再按工程的

不同阶段进行分类；对 SA7 生态环境设备、仪器

的分类，不再按单台设备的不同使用阶段进行分

类，确保实现“一机一档”的合理化归档。

4

进一步核实提案议案、建设项目三同

时、环评机构考核、环评资质管理、

危废跨省转移、环境宣教（杂志出版

物、宣传品、音像期刊）、污染源普

查等归类问题。

（1）“提案议案”：议案改为建议，归入 SA154 生

态环境纠纷；

（2）“建设项目三同时”：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

保持不变仍为 SA132，并在注释中明确了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的相关档案入此；

（3）“环评机构考核、环评资质管理”：虽然建设

项目环评资质已不再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管

理，按照尊重历史的原则，对于环评机构考核、环

评资质管理等相关内容统一归入 SA131 环境影响

评价；

（4）“危废跨省转移”：鉴于 94版分类表中未设置

固体废物管理相关类目，本次制修订新增了“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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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与化学品管理”类目，综合考虑一般工业固废、

危险废物、生活垃圾以及危险化学品防治的管理职

能基本在一个处室，因此均归入 SA 1394；

（5）“环境宣教（杂志出版物、宣传品、音像期刊）”：

仍归入 SA181 生态环境宣传与 94 版保持一致，不

再另设类目；

（6）“污染源普查”：鉴于污染源“普查”的定位

与污染源“调查”的定位有较大的区别，前者是落

实国务院 10 年一次普查的要求，后者是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对“污染源普查”

单独设分类号 SA37加以区别。

5
补充“生态环境档案分类表”的术语

及定义。
已补充。具体见标准正文。

6 补充气候变化的内容。

已补充。新增了“SA1393 气候变化及清洁发展”

类目；在“SA161 全国生态环境规划”的注释中补

充了气候变化战略等方面的规划；在“SA321大气

污染及其防治”类目的注释中也明确了温室气体排

放与臭氧层保护入此；“SA573 温室效应和气候变

化”中补充了气候变化的要求；在“SA923 生态环

境国际履约”的注释中也明确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内

容。

7
将标准中所有“环保”“环境保护”

等用词，统一用“生态环境”。
对标准已通篇进行检查，改为“生态环境”。

8
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生态环境档案分

类表》。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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