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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批示精神，积极有效应对重
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于 2020 年印发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
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以下简称《技术指南》）。
《技
术指南》发布后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实施，认真开展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取得有效
进展，受到各有关行业和相关企业的好评。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拟
将《技术指南》分批转化为系列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21 年 3 月初，为完成《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编制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组建了标准编制小组。
（2）确定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制定指南相关要求，标准编制小组针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工作方法等开展了讨论，
并确定标准的主要工作内容：
①通过走访调研与数据汇总分析，了解我国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以及货运基本现状，
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及现状；
②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各重点工业企业货运基本情况，包括运输方式、车辆种类、数量，
以及运输管理、台账建立、门禁系统建立现状；
③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术语定义、运输方式、运输管理、核查
技术等。
（3）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在调研基础上，编制标准开题报告、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等文件。与生态环境部大气环
境司多次对接，并内部征询相关单位、研究机构和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意见，并据此修改文本
和编制说明。
（4）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2022 年 6 月 8 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主持召开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
急管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审查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关于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编制工作过程、主要技术内容的汇报，经审查、质询、讨论，形成如下审查意见：提
供的材料齐全、内容完整，符合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的要求；标准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技术
内容合理，符合标准征求意见的要求。
审查委员会通过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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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会议意见，编制组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 标准制定必要性和编制依据
2.1 标准制定必要性
2019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
（环办大气函〔2019〕648 号），要求：差异化减排措施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针对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在重点时段对不同环保绩效水平的工业企业，采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的
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有利于增强企业预期，提前有序调整生产，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
响。同时，也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促进全行业提标改造
升级转型，对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附件发布《重
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对钢铁、焦化、铸造、玻璃、石化等 15
个行业明确了绩效分级指标，供各地制定分级管控措施时参考。
2020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要求全面推行重点行业差异化减排措施。在环
办大气函〔2019〕648 号基础上，对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进行修订，扩大
绩效分级行业范围至 39 个行业，完善相关指标和减排措施。
2021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机减排措施》补充说明（环
办便函〔2021〕341 号）
，要求：为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将环办大气函〔2020〕
340 号中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的补充说明印发，为开展重点行业
绩效分级，制定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提供参考。

2.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牵头的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的要求，开展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督促”。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
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
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等应急措施”。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重型货车相关标准
我国对于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控手段主要为排放标准，其中针对重型汽车的
排放标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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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行新生产重型汽车排放标准
车辆（发动
标准标号

标准名称

机）类型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3847—2018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

GB 18285—2018

《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GB 14762—2008

《重型车用汽油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
Ⅳ阶段）
》

GB 20890—2007

《重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7691—2005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Ⅲ、Ⅳ、Ⅴ阶段）
》

GB 11340—2005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4763—2005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收

重型汽车

集法）》

（发动机） GB 1495—2002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HJ 857—2017

《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排气污染物车载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HJ 689—2014

《城市车辆用柴油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WHTC 工况
法）》

HJ 437—2008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车载诊断（OBD）系统技
术要求》

HJ 438—2008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技术
要求》

HJ 439—2008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在用符合性技术要求》

HJ 1137—2020

《甲醇燃料汽车非常规污染物排放测量方法》

HJ 845—2017

《在用柴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遥感检测法）》

3.2 非道路移动机械相关标准
非道路移动源主要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小型通用机械、船舶、飞机、铁路机车等。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燃煤和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非道路移动源排放逐渐凸
显。目前，非道路移动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我国目前已发布并正在执行的新生产
非道路移动机械相关排放标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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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
类型

标准标号

标准名称

GB 20891—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
三、四阶段）》

非道路

GB 20891—2007

移动机械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I、II
阶段)》

GB 36886—2018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

HJ 1014—2020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

3.3 门禁视频建设相关标准
对于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的应急管理方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未有相关标准
出台。目前，国内也无门禁视频系统建设和联网相关正式标准规范出台。2021 年 1 月 20 日，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宗物料运输企业门禁系
统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大宗物料运输企业进行门禁系统建设并按照《河南省大宗
物料运输企业管控门禁系统联网规范（试行修订版）》进行门禁系统联网工作。联网规范规
定了河南省内各级环保部门、重点运输企业之间的车辆进出记录数据的采集内容、交换内容
和交换方式。

3.4 国外相关标准
美国与欧洲对于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也均有相应的排放标准，但对于重污染天气
重点行业移动源的应急管理方面，均未有相关标准出台。

4 行业管理现状
4.1 行业现状
4.1.1 机动车行业现状
2020 年，全国汽车产销量1分别为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下降 2.0%和 1.9%；
汽车出口 108 万辆，同比下降 13.2%，汽车进口 93 万辆，同比下降 11.4%。其中，重型货
车销售 162.3 万辆，同比增长 38.2%。2020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2 亿辆2；汽车保有
量达 2.81 亿辆，同比增长 8.1%。全国 70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同比增加 4 个城
市，31 个城市超 200 万辆，13 个城市超 300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重庆超过 500 万辆，
苏州、上海、郑州超过 400 万辆，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青岛、石家庄等 7 个城
市超过 300 万辆。
2020 年，共有 1136 家机动车企业 32273 个车型进行了信息公开，包括 94 家进口企业
680 个车型和 1047 家国内生产企业 31593 个车型。其中，重型车共有 742 家企业公开了
1
2

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机动车包括汽车、低速汽车、摩托车、挂车与拖拉机等。数据来源于公安部和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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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717 张随车清单，占随车清单公开总数的 10.0%。其中含 19 家进口企业公开的 4592 张
随车清单，728 家国内生产企业公开的 3007125 张随车清单。国六阶段随车清单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占比 12.2%上升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18.1%。
4.1.2 非道路移动机械行业现状
非道路移动源主要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小型通用机械、船舶、飞机、铁路机车等。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燃煤和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非道路移动源排放逐渐凸
显。目前，非道路移动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制定并实施了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
用柴油机、小型点燃式发动机、船舶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烟度排放
标准，建立了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划定了船舶排放控制区和禁止使用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并严格开展监督执法。2020 年，共有 629 家机械企业公开了 8360
个机械机型。其中：柴油机械机型 7819 个、汽油机械机型 541 个，分别占机械机型公开总
数的 93.5%和 6.5%；工程机械机型为 4723 个、农业机械机型 2733 个、其他机械机型为 904
个，分别占机械机型公开总数的 56.5%、32.7%、10.8%。
2020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工作。全
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上报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数据 180.9 万条，其中通
过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编码登记 96.9 万条，各省、地市自建平台对接数据 84.0 万条。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
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省（自治区、
直辖市）或辖区内部分市县通过自建平台开展编码登记工作。

4.2 货运现状
2020 年，全国货物运输总量 473.6 亿吨，其中铁路货运 44.6 亿吨，占比 9.4%；公路货
运 342.6 亿吨，占比 72.4%；水路货运 76.2 亿吨，占比 16.1%。

图 1 2020 年全国货物运输结构
4.2.1 公路货运总体情况
根据交通运输部 2020 年 5 月公布的《2019 年道路货物运输量专项调查公报》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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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营业性货运车辆完成货运量 343.55 亿吨，货物周转量 59636.39 亿吨公里，主要集中于
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平均运距为 174 公里。规模以上企业、规模以下企业、个体户分别
完成货运量占比为 27.5%、36.0%、36.6%；平均运距分别为 243、143、160 公里。分货类看，
“矿建材料及水泥”占比最高，为 38.7%；其次是“煤炭及制品”
，占比 12.6%；
“轻工医药
产品”
““金属矿石”
“机械设备电器”
“鲜活农产品”等货类次之，占比分别为 7.9%、7.1%、
6.7%和 5.9%。
4.2.2 铁路货运总体情况
2020 年，铁路货运量 45.5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20.8%。大宗货物铁路运输量明显增加，
其中国家铁路煤货运量 3.4 亿吨（2019 年，下同），比 2017 年增加 15.5%，焦炭货运量 0.9
亿吨，比 2017 年增加 7.0%，钢铁及有色金属货运量 2.0 亿吨，比 2017 年增加 19.5%，金属
矿石货运量 4.6 亿吨，比 2017 年增加 19.8%，非金属矿石货运量 0.8 亿吨，比 2017 年增加
37.1%，矿建材料货运量 1.2 亿吨，比 2017 年增加 38.0%，水泥货运量 0.2 亿吨，比 2017 年
增加 4.9%。
4.2.3 水路货运总体情况
2020 年，水路货运量 76.2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14%，其中，内河货运量 38.2 亿吨，
比 2017 年增长 3%；海洋货运量 38.0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27.9%。
2020 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 145.5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3.9%，其中内河港口完成
50.7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2.4%；沿海港口完成 94.8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4.7%。分货类看，
完成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25.6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9.7%；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吞吐量 13.1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30.7%；金属矿石吞吐量 23.4 亿吨，比 2017 年增长 15.4%。
2020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64 亿标箱，比 2017 年增长 10.9%，其中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 687 万 TEU，比 2017 年增长 97.4%，集装箱铁水联运比例由 2017 年的 1.47%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2.6%。

4.3 污染物排放及控制
4.3.1 污染物排放情况
（1）柴油货车排放情况
2020 年，柴油货车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颗粒物排
放量分别为 115.1 万吨、17.8 万吨、481.7 万吨、5.8 万吨，分别占汽车排放总量的 16.6%、
10.3%、78.5%、90.6%。
进一步分析表明，微型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很小；轻型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
量分别为 32.7 万吨、7.0 万吨、24.2 万吨、2.1 万吨；中型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
为 6.2 万吨、1.2 万吨、27.1 万吨、0.4 万吨；重型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76.2
万吨、9.6 万吨、430.3 万吨、3.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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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柴油货车污染物排放量分担率
根据排放标准分类，国Ⅱ及以前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 1.7 万吨、0.3
万吨、2.5 万吨、0.1 万吨；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47.8 万吨、9.9
万吨、178.9 万吨、3.1 万吨；国Ⅳ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33.7 万吨、
4.2 万吨、166.0 万吨、1.4 万吨；国Ⅴ及以上标准柴油货车四项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31.9 万
吨、3.3 万吨、134.2 万吨、1.2 万吨。

图 3 不同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污染物排放量分担率
（2）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情况
2020 年全国工程机械排放量中，挖掘机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4.2 万吨、51.7
万吨、3.9 万吨；推土机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0.4 万吨、2.2 万吨、0.1 万吨；装载
机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5.6 万吨、67.3 万吨、3.0 万吨；叉车排放 HC、NOx、颗
粒物分别为 1.1 万吨、18.4 万吨、0.6 万吨；压路机排放 HC、NOx 分别为 0.5 万吨、8.2 万
吨；摊铺机排放 HC、NOx 分别为 0.1 万吨、0.9 万吨；平地机排放 HC、NOx 分别为 0.1 万
吨、1.2 万吨。
2020 年全国工程机械排放量中，国Ⅰ前标准的工程机械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1.1 万吨、13.1 万吨、0.7 万吨；国Ⅰ标准的工程机械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1.6 万吨、
19.7 万吨、1.2 万吨；国Ⅱ标准的工程机械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5.4 万吨、64.4 万
吨、2.9 万吨；国Ⅲ标准的工程机械排放 HC、NOx、颗粒物分别为 3.9 万吨、52.7 万吨、2.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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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污染控制情况
（1）柴油货车污染控制情况
降低柴油货车的污染物排放，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柴油机通常采用稀燃技术，
由于空燃比较大，空气供给较为充足，燃烧过程较为完善，因此排气中的 CO 和 HC 含量较
低，一般可达到排放标准要求。但由于燃烧时的高温及混合气不均匀，NOx 和颗粒物排放
较高，因此，对柴油机而言，排放控制的主要对象是 NOx 和颗粒物。减少柴油车排出的有
害污染物，单纯使用机内净化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排放法规，柴油机同时需要借助机外后处理
的方式降低排放。加装排气后处理系统后，燃油消耗率会有所增加，输出功率会有所减少。
良好的后处理系统应当将对经济性和动力性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后处理系统不应当对整
机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应当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工作。柴油机常见的排气后处理技术包括
柴油机颗粒捕集器（DPF）、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SCR）等。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与国五排放标准相
比，重型车国六标准要求进一步加严，NOx 和颗粒物限值分别减低 77%和 67%。
（2）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情况
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 20891—2014）修改单、
《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
控制技术要求》（HJ 1014—2020）。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所有生产、进口和销售的 560 kW
以下（含 560kW）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标准第四阶段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的要求，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大
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区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除了地级及
以上城市，有些其他城市也划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
4.3.3 管理情况
在用机动车的环境管理由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实施。目前已建立了机动车环
保定期检验、机动车环保监督抽测、老旧车淘汰等管理制度。各地检验机构和能力建设不断
加强，在用机动车环境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2020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年 340 号）
，在 2019 年 15 个绩效分级行业基础上将绩效
分级重点行业扩充到 39 个。在移动源管控方面做了诸多调整：一是把握主线结合实际，按
行业特点制定了移动源绩效分级措施，并按等级逐级提出要求；二是加强行业指导，同时兼
顾核查指导，随指南发布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为企业自我核
实提供技术手段，同时为督查人员提供检查手段；三是运输方式、运输管控双管齐下，对于
公路运输、厂内运输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全盘考虑，同时规范运输管理，增加对视频监控系统、
电子台账的建立要求；四是关注车辆实际达标状况，提出车辆实际排放应达标的要求，鼓励
企业采取与运输车辆签订达标保证书等方式实现用车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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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制订原则
标准的制订将遵循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和适用性的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满足机动车环保监管的需要，实现机动车环境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

设，为用车企业、环保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5.2

制定方法
标准制定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
文献调研：调研各行业协会现有资料，分析各行业运输特点；调研绩效分级资料，梳理

评级行业移动源管理现状。
现场调研：选取不同类别的重点工业企业，开展现场调研与座谈，对目前移动源管理现
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讨，对目前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现状、存在问
题进行现场调查。
专家研讨：定期与部大气司及地方环保部门进行沟通讨论，确保标准的可行性。

5.3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订采用的技术路线如图 4。

图 4 技术路线图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标准框架
本标准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运输方式、运输管理、核查技术
以及附录 A 至附录 G 共 13 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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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运输方式、运输管理和核查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焦化、水泥、氧化铝、电解铝、炭素、铜冶炼、钼冶炼、铅锌冶炼、
石灰窑、铁合金、铸造、再生铜铝铅锌、有色金属压延、陶瓷、耐火材料、岩棉、玻璃、砖
瓦窑、玻璃钢、纤维素、建筑防水材料、制药工业、农药制造、涂料制造、油墨制造、汽车
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工业涂装、炼油与石油化工、炭黑、煤制氮肥、家具制造、包装印刷、
人造板制造、塑料人造革与合成革制造、橡胶制品制造、皮革制品和制鞋等重点行业的重污
染天气绩效分级运输方式及运输管理指标参考，拟申报 A、B（含 B-）级和引领性企业需满
足相关管理要求。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绩效分级需求参照执行。

6.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重点用车单位、清洁方式、新能源汽车、重型汽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厂
内运输车辆、门禁视频监控系统、电子台账、监管系统、排放超标车辆名单等 10 项定义。

6.4 总体要求
企业应规范运输车辆、厂内车辆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以满足所属行业分级管控绩效运
输方式指标需求。企业应使用达标车辆运输。鼓励与供车单位、原辅材料供货单位及产品购
买单位签订车辆排放达标保证书、增加相应合同条款、提供运输车辆年检合格证明等方式实
现车辆的达标管理。计划两年内建设铁路专用线并符合比例要求的，可视为符合清洁方式比
例。

6.5 运输方式要求
重点行业的企业应规范运输车辆、厂内车辆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以满足所属行业分级
管控绩效运输方式指标需求，同时也应通过与供车单位、原辅材料供货单位及产品购买单位
签订车辆排放达标保证书、增加相应合同条款、提供运输车辆年检合格证明等方式实现车辆
的达标管理。
原辅材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输包括专用线运输和公路运输，其中采用专用线运输的应做
好各项进厂原辅材料登记，登记内容应包括原辅材料名称、运输方式、进厂时间、运输量（吨、
升等）。企业所有原辅材料的采购协议应存档备查，进出厂有地磅的，应做好地磅记录，每
日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应登记存档及厂内原辅材料库存量应记录。采用公路运输的应以每日运
输车辆数量为基础，确定各阶段标准车辆数量比例。维修、检测、设备调试等车辆，应纳入
运输车辆总数进行管理。每日进出厂运输车辆数以应急响应清单上报的数据为基础，企业应
如实上报，监督检查时将以电子台账和门禁系统等数据进行核查。
除了运输车辆外，本部分对厂内的运输车辆也作出了相应的分级管理规定。依据测算，
重点行业厂内运输车辆保有量约 100 万吨，依据前期调研情况，厂内运输车辆通常使用的是
道路退役车辆，排放阶段低，排放状况差，应该予以重视。此外，本部分还对厂内非道路移
动机械提出了管理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还处于管理的初级阶段，排放标准也较为落后，但
NOx 排放却比柴油货车更多，是未来移动源监管的重点。在本标准中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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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台数为基数，以各阶段机械数量进行分级管理。

6.6 门禁视频系统建设要求
门禁视频系统是企业移动源管理的最为重要的手段，目前，全国共有近 4000 家 A、B
级企业，均建立了门禁视频系统。但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建立门禁缺少统一规范，导致
建设情况参差不齐。各省份推进门禁视频系统建设的进度不一，有的省份已经实现了所有监
控信息的上传报送，有的省份出台了地方的门禁视频系统建设规范，而多数省份并没有对门
禁视频系统的建设作出统一规定。
为此，在本次标准制定中，编制组在原有《技术指南》的基础上，重点增加了门禁视频
系统建设的相关要求，力争从硬件、软件、联网建设、日常管理、规范台账、传输规范等多
方面为企业、地方环保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另外，除了支撑绩效分级政策外，门禁视频系统
建设也可作为企业自行管理、地方环保部门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鼓励除重点行业 A、B
级企业外的其他行业也能加强建设。
该部分规定了门禁视频监控系统的系统框架、企业建设门禁视频系统的硬件要求、软件
要求、数据报送、网络要求，系统安全及其他要求，以及监管系统的包括信息管理、黑名单
下发、管控策略下发、信息校验、可疑信息下发、数据统计汇总、数据查询、违规报警、数
据上报、相应评估等多项要求。

6.7 核查技术要求
核查技术的规定是本标准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该部分规定了绩效分级核查方法、
排放阶段核查、运输管理核查方法等内容。为了车辆排放阶段的顺利核查，标准编制组开发
了柴油货车排放阶段查询平台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阶段查询平台，为企业、地方环保部门
提供了重要手段。

6.8 其他要求
本标准后附 3 个规范性附录、4 个资料性附录，对车辆排放阶段查询方式、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阶段查询方式、视频监控系统数据报送格式、监管系统数据下发格式等做了明确的
规定，同时提供了国家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简称和重点行业企
业绩效分级行业信息，以便查阅。

7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比对与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于 2020 年印发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
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中的“重污染天
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与指南相比，本标准增加了关于视频门禁监控系统
建设与联网内容，包括企业端的门禁系统建设，管理端的管理系统建设，以及系统间的传输
与应用。能够为企业移动源管理提供更为具体和有实操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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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8.1 管理措施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支撑重点行业的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工作，其中对于运输方
式、门禁视频系统建设的要求都是用来支撑绩效分级管理政策对于移动源管控的具体参考，
核查技术要求能够为支撑管理部门对绩效分级企业核查工作提供技术手段。

8.2 技术措施
实施本标准需要企业建设门禁视频监控系统，为此标准在规定了门禁视频监控系统的系
统框架、企业建设门禁视频系统的硬件要求、软件要求、数据报送、网络要求，系统安全及
其他要求，以及监管系统的包括信息管理、黑名单下发、管控策略下发、信息校验、可疑信
息下发、数据统计汇总、数据查询、违规报警、数据上报、相应评估等多项要求。按照标准
要求能够解决企业建设门禁系统的技术问题。

8.3 实施方案建议
建议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标准要求，实施用车单位的移动源监管，开展企业视频门
禁监控系统的建设，并积极推进数据的联网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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