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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一、环境管控单元
7.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指为防止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水源水质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范围的水
域和陆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在保护区外划分准保护区。

1. 优先保护单元：陆域优先保护单元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
气一类功能区等生态功能区域；重点管控单元主要包括工业园区、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城区及规划区、矿产开采区、
港区等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以及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一般管控单元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近岸海域优先保护单元主要包括海洋生态红线的海域。

8. 公益林：指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社会需求和可持
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林木、林地。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将森
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未划定为
公益林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属于商品林。国家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有
计划地组织公益林经营者对公益林中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残次林等低质低效林，采取林分改造、森林抚育等措
施，提高公益林的质量和生态保护功能。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
科学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利用公益林开展上
述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2. 重点管控单元：陆域重点管控单元主要包括工业园区、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城区及规划区、矿产开采区、港区等
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以及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近岸海域重点管控单元主要包括港口码
头、倾废、排污混合、工业与城镇用海、矿产与能源开发利用、特殊利用以及现状水质超标的海域。
3. 一般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

二、生态保护红线及陆域生态分区

9. 天然林：指天然起源的森林，包括自然形成与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萌生所形成的森林。国家实行天然林全面
保护制度，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建设，保护和修复天然林资源，逐步提高天然林生态功能。

1. 生态保护红线：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
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按照“生态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基本要求，实施严格管控。

三、环境质量底线（水、大气、土壤）
1.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以工业污染源为主的控制单元。

2. 一般生态空间：指生态保护红线之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相对敏感区域，是维系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区域以生态保护和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功能，原则上按照限制发展区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开发强度，
强化生态功能保育。

2. 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以农业污染源为主的超标控制单元。

3. 自然保护地：指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
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 3 种
类型。

4. 江河源头区：以保护水资源为目的，在重要河流的源头河段划出一定范围水域以涵养和保护水源。

4.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指河流与湖泊的主要水源补给区和源头区，具备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
涵养土壤水分和补充地下水、调节河川流量、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功能。具体区域为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
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结果中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极重要区域。

6. 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广西县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港口和码头等区域。

5.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指重要保护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以及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具有维持基
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发挥的作用。具体区域为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结果中生物多样
性维护功能重要、极重要区域。

8. 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气象扩散条件较差，易导致大气污染物聚集，影响本地空气质量的区域。

3. 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以城镇生活污染源为主的超标控制单元及县级以上中心城区或人口集聚区。

5. 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广西县级及以上城镇集中居住、医疗、教育中心、城镇开发区、人口密集区。

7. 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扩散通道、环流通道等，影响周边空气质量的区域。

9. 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包括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污染地块、广西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地块、自治区级和市级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广西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尾矿库地块。

6. （极）重度石漠化区：指因水土流失而导致出现地表土壤损失、基岩裸露、土地丧失农业利用价值、生态环境
退化现象的区域。具体区域为自治区林业局石漠化调查结果中重度、极重度石漠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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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0. 污染地块：是指因生产、经营、使用、贮存危险化学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堆放或者处理、处置生活垃
圾、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害废物，以及从事矿山开采等活动，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相
关标准、存在人体健康或者生态环境风险的建设用地。

1. 单元特点：指构成管控单元的特征要素。其中，优先保护单元包括公益林、天然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
源头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大气环境一类功能区等，单元名称中涉及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单元特点中不重复
标注；重点管控单元包括已批复园区、拟规划工业集聚区、拟规划港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涉重金属重点
行业企业、重点矿区、合法采矿权等。一般管控单元的单元特点包括未纳入综合管控单元图层的要素。

11.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主要包括以下行业企业，①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
行业中应当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②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③其他根据有关规
定纳入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企事业单位。

2. 要素属性：根据单元特点识别出相应专题的管控分区属性，优先保护单元包括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极）重度石漠化区等；重点管控单元包括水
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矿
产资源重点管控区等；一般管控单元的要素属性为未纳入综合管控单元图层的相关属性，如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
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等。

12. 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主要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铜、铅锌、镍钴、
锡、锑和汞矿采选业等）、重有色金属（含再生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等）、铅
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皮革鞣制加工等）、电镀行业（包括专业电镀企业和设置电镀生产车间企业）
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铬盐行业）等六大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主要包括：废
水、废气中的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 5 种。
13.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国家实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由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制定，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并根
据风险管控、修复情况适时更新。
14. 尾矿库：指贮存金属、非金属矿山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本清单所称的尾矿库是指纳入主管部门（应
急管理部门）尾矿库清单的尾矿库。

四、资源利用上线（能源、矿产）
1.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为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要求，划定的禁
止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
2. 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指纳入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区域，包括重点矿区、合法采矿权、勘查规划区块、
开采规划区块、矿产开发项目、战略性矿产。
3. 重点矿区：指以战略性矿产或区域优势特色矿产为主，所划定的资源储量大、资源条件好、具有开发利用基础、
对全国资源开发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矿产地和集矿区。
4. 合法采矿权：指已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采矿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对矿产资源所享有的开采、利用、收益和管
理的权利。
5. 勘查规划区块：指具有一定找矿信息的区域。
6. 开采规划区块：指对于重点矿区、大中型矿产地，地质勘察工作程度已经符合开采设计要求的区域。
7. 矿产开发项目：指已纳入市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矿产资源项目。
8. 战略性矿产：指与国家利益存在不同程度相关性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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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步区
表 1-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10001

ZH45110210002

ZH45110210003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大桂山鳄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红线

广西大桂山国家森
林公园生态保护红
线

广西贺州姑婆山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贺州市八步区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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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保护类型东安江八步、
苍梧源头水区：森林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对象：鳄蜥及其栖
息地。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保护类型：森林生态
系统。主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10004

ZH45110210005

ZH45110210006

ZH45110210007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贺州合面狮湖
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保护红线

广西贺州滑水冲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广西贺州天堂瑶山
森林公园生态保护
红线

贺州东北部山地水
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湿地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
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
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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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内有
公益林、天然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保护类型：森林生态
系统。主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大宁河贺州源头水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桂办发〔2019〕
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大宁河贺州源头水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10008

ZH45110210009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湘江-桂江流域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八步区其他优先保
护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
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规
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
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低环境质
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不影响区域
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闭矿、跟踪监测要
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
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
重要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4．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
矿、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强生态公
益林改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水源涵养的功
能；林产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生长与采伐利用的
动态平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保持。
5．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开采
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续。
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
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
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
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
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6．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
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
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必
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除国防
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
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
养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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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东安江八步、苍梧源
头水区、浮山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极）重度石漠化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大宁河贺州源头水区、
东安江八步、苍梧源头水区、浮山风景名胜区、贺街国考断
面。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
行）》（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
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
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
《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
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
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
报告》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7．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禁水
功能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不符合保
护要求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建设单位在生
产建设活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8．2025 年，贺街国考断面水质执行Ⅱ类标准。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220001
（该环境管控单元
清单已发布，不需
再次反馈意见）

广西东融产业园重
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单元特点：为自治区级产业园区，包括广西东融产业园步头
镇区、高端纺织服装产业园、金属新材料产业园、灵峰产业
园、铺门镇区、轻工产业园、生态陶瓷产业园、陶瓷新材料
产业园、物流产业园。园区主导产业包括木材加工（和木、
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工、金属制品业、新型建材等上下游及循环产业链等。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
地理位置，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
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1．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实现废水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入园企业应在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达到运营单位与纳管企 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业约定的水质水量后，接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原则上不得单独设置废水排放口。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2．园区所依托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一级 A 标准要求。 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3．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硫（S02）和二氧化氮（N02）等酸性气体的排放。严格控制废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
气的无组织排放，减少无组织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
（环水体〔2020〕
71 号）提出。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
2．涉重企业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实现全面达标排放。坚决淘汰不符 重点管控区。
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关
3．加强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尤其是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管理工作，避免这些特殊物质对土壤环 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
境造成影响。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鼓励园区采用综合能源方式，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低碳能源。推动工业园区集约利用水资源，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
实行水资源梯级优化利用和废水集中处理回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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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220002

广西贺州生态产业
园重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包括贺州电子科技生态产业园片区。园区位于贺
州市中心城区上风向，生态产业园发展定位为高新技术开发
区。园区以生态为根本，智慧为先驱、产业为核心、产城融
合为主导的生态智慧型新区；生态健康新城的生态产业经济
开发区、贺州市技术科研开发的城市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生态电子产业标兵。产业定位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
工业园区。主导产业有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兼容产业有机械设备、通信设备制造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业、电工电器产品、汽车配件产品、机床工具等。园区范围
3．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局分 内涉及沙田镇菠萝洞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园区内及周边
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存在居住区等保护目标。
4．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环境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
地理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
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
〔2020〕6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
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1．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2．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 点管控区。
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防治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
3．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标排 知》《“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
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
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4．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城镇污水 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
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 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
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
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停止
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其余按照《贺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实施管理。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
《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贺
政告〔2017〕89 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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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20003

ZH45110220004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贺州现代商贸
产业园重点管控单
元

八步区城镇空间重
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3．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局分
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4．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单元特点：包括古柏生态科技园、莲桂商贸物流园南片区、
文化旅游新城、五协生态科技园。产业定位：文化旅游新城
以康养旅游休闲、养生、写字、商住为主导；古柏生态科技
园以汽贸市场为主导；五协生态科技园以生态健康食品精深
加工、环保建材为主导；莲桂商贸物流园南片区以建材家居
市场为主导。园区内及周边分布有居民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
地理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
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
〔2020〕6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
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工业企业落实无组织废气排放管理。
2．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
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强
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3．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标排
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4．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
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5．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
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
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
知》《“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
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
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需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广西壮
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
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高污染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该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设施，已经建成的，应当在辖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
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贺州市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的通告》提出。

1．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
项目，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
2．在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等高排放、高污
染项目，已建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3．城市市区、镇和村庄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浮山风景名胜区。与拟规划工业集聚区
（广西贺州现代商贸产业园的电商产业园、佛子冲健康科技
产业园、莲桂商贸物流园北片区、永庆科教创新园）有重叠
部分。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环
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
研究报告》提出。

重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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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20005

ZH45110220006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平桂大理石矿区重
点管控单元

八步区布局敏感区
重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重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依法依规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严格控制施工和道路扬尘污
染。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鼓励建筑装修、汽修喷涂作业、干洗
等行业，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2．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有效杜绝污水直排水体。
3．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既有污水处理厂和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基本实
现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
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环境风
险防控

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对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
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风险
管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停止
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其余按照《贺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实施管理。

空间布
局约束

1. 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2. 原则上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
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
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 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区域内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优化大气污
染物排放项目布局，引导新建、扩建排放大气污染工业项目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先进的污染防
治工艺。强化不利气象条件下秸秆焚烧控制，空气污染预警情况下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管控。加
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
行）》（HJ651-201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
告》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
队伍，并定期演练。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1．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处置率达到 100%，矿山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85%。
2．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矿种
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原则上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
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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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
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
13 号 ） 、 《 广 西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提 质 增 效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19-2021）》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提
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
《贺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贺
政告〔2017〕89 号）提出。
单元特点：自治区级重点矿区，大理石矿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鉴于矿区开采种类，结合要素属性及地理位置，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220007

八步区其他重点管
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1．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区域内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优化大气污
染物排放项目布局，引导新建、扩建排放大气污染工业项目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先进的污染防
治工艺。强化不利气象条件下秸秆焚烧控制，空气污染预警情况下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管控。加
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2．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
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开展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的尾矿库的
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建立污染事故应
急处置机制

1．规划产业园区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批。新建企业原则上均应建在产业园区。
2．新建港口码头应避让且尽量远离生态保护红线、法定保护区等环境保护目标，降低规划实
施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3．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4．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工业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1．工业企业应当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精细化管
理、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以及高效治污设施建设。
2．完善港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回用或达标排放。
3．强化码头作业区堆场扬尘控制。
4．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应同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园区及园区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
应控制在区域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确保环境质量达标。
5．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
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
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完善区域应急联动机制。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
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3．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4．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开
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的尾矿
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建立污染事
故应急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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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
块、矿产开发项目。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
行）》（HJ651-201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
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尾矿库。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西
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拟规划工业集聚区（广西东融产业园
的步头镇区、高端纺织服装产业园、交通枢纽中心、金属新
材料产业园、灵峰产业园、轻工产业园、生态陶瓷产业园、
物流产业园；广西贺州现代商贸产业园的八步石材产业园、
佛子冲健康科技产业园、里松新型材料加工园、南乡镇镇区、
莲东高新产业园、永庆科教创新园、长庆产业园）。单元内
存在拟规划港口。单元内有浮山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
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拟规划工业集聚区、拟规划港口。单
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矿产开发
项目、勘查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
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需求、《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尾矿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口
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
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
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230001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八步区一般管控单
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
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3．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
于土地复垦。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浮山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9〕
29 号）提出。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2025 年，白沙街国考断面水质执行Ⅱ类标准。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白沙街国考断面。

一般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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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2 平桂区
表 2-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贺州市平桂区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ZH45110310001

广西姑婆山国家森
林公园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310002

广西贺州姑婆山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310003

贺州东北部山地水
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310004

湘江-桂江流域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东北部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保护类型：森林生态系统。主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控制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4．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求。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碧水岩风景名胜区。
的有限人为活动。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4．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
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东安江八步、苍梧源头水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区、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的有限人为活动。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
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
控制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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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310005

ZH45110310006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龟石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一般生态
空间

平桂区其他优先保
护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
利用规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
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
降低环境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
用，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
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
工）、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
矿的环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
免要符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
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
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
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
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
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4．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
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
防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
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
为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
天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
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5．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
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管理。
6．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
禁水功能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
不符合保护要求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建设单位在生产建设活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
用规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
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
低环境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
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
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
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
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
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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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东安江八步、苍梧源头水
区、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
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3．（极）重度石漠化区内严禁陡坡垦殖、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树木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
的活动。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
流失的活动。控制人为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
动。加强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保护天然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农村生
态能源建设、改变耕作方式、草食动物舍饲圈养、生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自然
植被，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4．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
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
禁止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
复自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5．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
强生态公益林改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
水源涵养的功能；林产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
生长与采伐利用的动态平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
保持。
6．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
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
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
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
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
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7．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
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
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
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
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
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
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8．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
禁水功能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
不符合保护要求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建设单位在生产建设活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ZH45110320001
（该环境管控单元
清单已发布，不需
再次反馈意见）

广西贺州旺高工业
区重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禁止引入皮革、印染、染料等高污染、高排放、环境风险大的行业企业。
3．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4．依托碳酸钙骨干企业，加快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促进产业链协同配套，引导配套
企业和重大项目向园区聚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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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东安江八步、苍梧源头水
区、碧水岩风景名胜区、浮山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
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
能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
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广
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产业定位以石材碳酸钙、稀土和钨钛锡新材料为主导，
并兼顾食品、药品、饲料、化工等综合性传统产业。园区范围涉
及羊头镇松木村水源地，园区内及周边存在居住区等保护目标。
单元内有碧水岩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地理
位置，依据《贺州市加快碳酸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
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320002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贺州生态产业
园重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重点管控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实现废
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入园企业应在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达到运营单位与
纳管企业约定的水质水量后，接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原则上不得单独设置废水排
放口。
2．园区所依托的污水处理厂尾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一级 A 标准
要求。
3．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环境风
险防控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2．涉重企业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实现全面达标排放。坚决淘汰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3．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
失、扬散；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1．高污染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该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禁止新建、扩建
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经建成的，应当在辖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
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2．坚持绿色发展，正确处理碳酸钙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大技术引进和改
造力度，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3．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
局分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4．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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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平桂大理石矿区重点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
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口径涉重金属重
点行业企业。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
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
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提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贺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贺政告〔2017〕
89 号）及《关于印发贺州市加快碳酸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贺政办发〔2018〕11 号）提出。
单元特点：园区位于贺州市中心城区上风向，生态产业园发展定
位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包括贺州电子科技生态产业园、贺州市中
心城区生态产业园 01．02．03．04 编制单元。园区以生态为根本，
智慧为先驱、产业为核心、产城融合为主导的生态智慧型新区；
生态健康新城的生态产业经济开发区、贺州市技术科研开发的城
市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生态电子产业标兵。产业定位是以电
子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园区。主导产业有新材料产业、生物医
药、现代服务业、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兼容产业有机械设备、
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工电器产品、汽车配件产品、机床工具等。
园区范围内涉及沙田镇菠萝洞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园区内及
周边存在居住区等保护目标。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地理
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
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
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320003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平桂区城镇空间重
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
除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
热。强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
控制。
2．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
标排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3．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知》《“十
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
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
需 求、《 矿山 生态 环境 保 护与 恢复 治理 技术 规 范（ 试行 ）》
（HJ651-2013）、《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
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
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其余按照《贺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实施管理。

空间布
局约束

1．在城市建成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
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在城市建成区域周边新建、改建、扩
建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严格要求使用新技术、新工艺的环保处理设备，实现全面达标排
放。
2．在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等高排放、
高污染项目，已建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3．城市市区、镇和村庄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依法依规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严格控制施工和道路扬
尘污染。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鼓励建筑装修、汽修喷涂作
业、干洗等行业，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2．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有效杜绝污水直排水体。
3．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既有污水处理厂和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基
本实现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重点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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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贺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贺政告〔2017〕
89 号）提出。
单元特点：与拟规划工业集聚区（平桂黄金珠宝产业园的七个地
块）有重叠部分。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
例（2016 年修订）》《贺州市平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对
〈贺州市“三线一单”成果（文本、图集、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复函》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
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矿产开发项目、战略性矿产、平桂大理石矿区重点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3 号）、《广西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及《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0320004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
钨锡矿区重点管控
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
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其余按照《贺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实施管理。

空间布
局约束

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风
险防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320005

平桂大理石矿区重
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生产设施及尾矿库防渗措施，严防尾矿对
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2．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
1．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
矿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2．现有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80%及以上，新建及改造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
率应达到 85%及以上
1．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2．原则上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
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1．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2．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区域内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优化大气
污染物排放项目布局，引导新建、扩建排放大气污染工业项目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先进的
污染防治工艺。强化不利气象条件下秸秆焚烧控制，空气污染预警情况下严格执行秸秆禁
烧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
2．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生产设施及尾矿库防渗措施，严防尾矿对
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3．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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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
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
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贺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贺政告〔2017〕
89 号）提出。
单元特点：国家级重点矿区，钨矿、锡矿、铜矿。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西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单元特点：自治区级重点矿区，大理石矿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鉴于矿区开采种类，结合要素属性及地理位置，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
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
治条例》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空间布
局约束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ZH45110320006

平桂区布局敏感区
重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风
险防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0320007

平桂区其他重点管
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ZH45110330001

平桂区一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处置率达到 100%，矿山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85%。
2．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
矿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原则上避免大规模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局建设。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
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1．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加大区域内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优化大气
污染物排放项目布局，引导新建、扩建排放大气污染工业项目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先进的
污染防治工艺。强化不利气象条件下秸秆焚烧控制，空气污染预警情况下严格执行秸秆禁
烧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2．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2．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
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
的尾矿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
建立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1．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
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禁止在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2．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工业企业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
影响。

编制理由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尾矿库。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加强
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
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碧水岩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矿产开发项目、战略性矿产、勘查规划区块。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HJ651-2013）提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禁燃区内禁止销售、使用原煤等高污染燃料，现有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管理规定》《贺
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其余按照《贺州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贺政告〔2017〕
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要求实施管理。
89 号）提出。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浮山风景名胜区。
个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环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
用。
防治行动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
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9〕29 号）及《贺州
当限期关闭拆除。在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周边新建或已经建成的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
市平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对〈贺州市“三线一单”成果（文
目，严格要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实现全面达标排放。
本、图集、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
3．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
复函》提出。
壤用于土地复垦。

- 18 -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2025 年，蒌底国考断面水质执行Ⅱ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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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蒌底国考断面。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3 钟山县
表 3-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210001

ZH45112210002

ZH45112210003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贺州钟山县花
山红豆杉森林公园
生态保护红线

海洋山-都庞岭-花
山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

湘江-桂江流域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贺州市钟山县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空间布
局约束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
控制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
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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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海洋山-都庞岭-花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思勤江钟山源头水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210006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龟石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一般生态
空间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
用规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
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
低环境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
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
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
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
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
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极）重度石漠化区内严禁陡坡垦殖、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树木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
的活动。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
流失的活动。控制人为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
动。加强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保护天然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农村生
态能源建设、改变耕作方式、草食动物舍饲圈养、生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自然
植被，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4．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
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
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
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
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
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5．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
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
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
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
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
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
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6．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
西壮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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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极）重度石漠化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
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
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
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210007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钟山县其他优先保
护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
用规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
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
低环境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
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
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
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
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
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极）重度石漠化区内严禁陡坡垦殖、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树木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
的活动。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
流失的活动。控制人为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
动。加强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保护天然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农村生
态能源建设、改变耕作方式、草食动物舍饲圈养、生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自然
植被，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4．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
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
禁止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
复自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5．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
强生态公益林改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
水源涵养的功能；林产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
生长与采伐利用的动态平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
保持。
6．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
开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
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
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
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
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
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7．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
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
火等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
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
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
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
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8．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
禁水功能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
不符合保护要求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建设单位在生产建设活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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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思勤江钟山源头水区、碧
水岩风景名胜区、黄姚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
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
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220001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贺州市钟山工业园
区重点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钟山核心区、珊瑚产业区严格限制涉气污染严重的企业。
3．回龙产业区禁止陶瓷落后生产工艺项目。
4．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5．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
局分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6．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单元特点：园区属于自治区 A 类产业园区。园区包括回龙产业区、
燕塘产业区、钟山核心区、公安石材加工园、珊瑚产业区、牛庙
新材料产业。核心区产业定位为电子产品产业、碳酸钙新材料和
新型建材产业；燕塘产业区以高档石材建材和新型建材产业、花
岗岩石材加工、装饰建材产业为主；公安石材加工园为集石材加
工、销售、产品开发的大型石材专类产业园；牛庙新材料产业矿
产资源加工业基地、新材料加工制造、花岗岩石材加工产业为主；
回龙产业区以碳酸钙新材料和新型建材产业为主；珊瑚产业区以
有色金属深加工产业/矿山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主。钟山核心区位于
钟山县城，珊瑚产业区位于珊瑚镇。园区内及周边存在居住区等
保护目标。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地理
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
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
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
除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
热。强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
控制。
2．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
标排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3．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钨锡矿区重点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知》《“十
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
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
需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重点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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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220002

ZH45112220003

钟山县城镇空间重
点管控单元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
钨锡矿区重点管控
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2．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对拟开发利用
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
为目的的风险管控。
3．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所在地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
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4．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5．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或实施修复。对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
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向自治区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1．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
污染项目，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
2．在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等高排放、
高污染项目，已建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3．城市市区、镇和村庄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设置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
1．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依法依规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严格控制施工和道路扬
尘污染。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鼓励建筑装修、汽修喷涂作
业、干洗等行业，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2．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有效杜绝污水直排水体。
3．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既有污水处理厂和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基
本实现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
场地、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
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口径涉重金属重
点行业企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
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
例（2016 年修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
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3 号）、《广西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及《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
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
出。
单元特点：国家级重点矿区，钨矿、锡矿、铜矿。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性清
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空间布
局约束

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HJ651-2013）提出。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重点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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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220004

贺州市钟山-富川县
花山稀土矿区重点
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风
险防控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ZH45112220005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生产设施及尾矿库防渗措施，严防尾矿对
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2．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
1．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
矿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2．现有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80%及以上，新建及改造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
率应达到 85%及以上
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的要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生产设施及尾矿库防渗措施，严防尾矿对
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2．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
1．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
矿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2．现有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80%及以上，新建及改造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
率应达到 85%及以上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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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西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碧水岩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西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ZH45112230001

钟山县一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
环境应急队伍，并定期演练。完善区域应急联动机制。
2．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对拟开发利用
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
为目的的风险管控。
3．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所在地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
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4．全口径清单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5．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或实施修复。对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
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向自治区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6．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
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
的尾矿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
建立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
环境质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
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
当限期关闭拆除。
3．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
壤用于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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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尾矿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全口径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
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
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环土壤〔2018〕22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碧水岩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9〕29 号）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4 富川瑶族自治县
表 4-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ZH45112310001

广西富川龟石国家
湿地公园生态保护
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310002

广西贺州西岭山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310003

广西贺州西岭自治
区级森林公园生态
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
内有公益林、天然林，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
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海洋山-都庞岭-花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
护生态保护红线、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贺江富川源头水区，白水源饮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涝溪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保护区。保护类型：森林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对象：季风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
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
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
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4．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
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法律法规要求。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海洋
山-都庞岭-花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线；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保护区。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
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
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律法规要求。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
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
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
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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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310004

ZH45112310005

ZH45112310006

ZH45112310008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海洋山-都庞岭-花
山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保
护红线

贺州东北部山地水
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线

湘江-桂江流域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龟石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一般生态
空间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贺江富川源头水区、
涝溪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
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
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
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贺江富川源头水区，
龟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
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
意见＞》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规划、
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低环境质量。要优
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
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
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
3．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
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
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
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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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龟石水库饮用水水
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
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
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
《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
三五”规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
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310009

ZH45112310010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4．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
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强生态公益林改
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水源涵养的功能；林产
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生长与采伐利用的动态平衡，
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保持。
5．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开采矿藏
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
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
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
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
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6．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
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天然林
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
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
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7．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涝溪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富川瑶族自治县其
他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规划、
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低环境质量。要优
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
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闭矿、跟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保督察，开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
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
3．（极）重度石漠化区内严禁陡坡垦殖、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树木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动。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控
制人为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动。加强石漠化综合治
理，通过保护天然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农村生态能源建设、改变耕作方式、
草食动物舍饲圈养、生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自然植被，提高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4．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
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
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
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5．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矿、
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强生态公益林改
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水源涵养的功能；林产
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生长与采伐利用的动态平衡，
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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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涝溪饮用水水源一
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
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
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
《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
三五”规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
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贺江富川源头水区，
白水源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涝溪饮用水水源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
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
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
《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
三五”规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
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6．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开采矿藏
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经审核审批
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
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
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
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7．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
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护天然林
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必须编制作
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除国防建设、国家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地。在不破坏地表植被、不影响
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8．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9．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禁水功能
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不符合保护要求
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建设单位在生产建设活
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ZH45112320001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
经济产业示范区重
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单元特点：园区包括麦岭工业园、新湾工业园、华润循环
经济产业园、白沙工业园。园区主要以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水泥、混凝土、粉煤灰砖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酒、饮料制造业、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木材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生物医药、农副食品加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物流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制品
2．禁止废水中含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水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超出区域水环境容量的项目。 业、烟铺材料、工艺品、印刷、包装、制衣、机械为主导
3．华润循环经济产业园北部不宜布局水污染物排放大的企业。
产业。华润循环经济产业园北部范围涉及龟石水库坝首饮
4．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用水水源的二级保护区。园区内及周边存在居住区等保护
5．严格限制引进重金属排放量大的企业。
目标。
6．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局分散的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
企业向园区集中。
重点管控区。
7．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环境基础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
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及地理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
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
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
（环环评〔2020〕65 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
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政办发〔2020〕
3 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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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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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320002

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镇空间重点管控单
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320003

贺州市钟山-富川县
花山稀土矿区重点
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重点管控单元

编制理由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
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
划的通知》《“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
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
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需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队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
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出。
1．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
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
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2．在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等高排放、高污染项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
目，已建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气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广西壮族自治
3．城市市区、镇和村庄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养殖 区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
小区。
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
1．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依法依规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严格控制施工和道路扬尘污染。 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鼓励建筑装修、汽修喷涂作业、干洗等行业，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
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气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共广西壮族
2．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有效杜绝污水直排水体。
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
3．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既有污水处理厂和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基本实现城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
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2018〕13 号）及《广西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方案（2019-2021）》提出。
单元特点：贺州市钟山-富川县花山稀土矿区重点矿区。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提出。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沉陷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
（试行）》（HJ651-2013）提出。
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改
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热。强化园区
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2．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标排放。
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3．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园
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生产设施及尾矿库防渗措施，严防尾矿对地下水、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土壤造成污染。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广
2．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急
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队伍，并定期演练。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要
求

1．矿山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等三项指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相关矿种矿产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2．现有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80%及以上，新建及改造选矿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应达到
85%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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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320004

ZH45112330001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富川瑶族自治县其
他重点管控单元

富川瑶族自治县一
般管控单元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1．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
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
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2．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工业企业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沉陷
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使新建、
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空间布
局约束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
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量不下降，
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期关
闭拆除。
3．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
地复垦。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实施意见》（桂政发
〔2019〕29 号）提出。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2025 年，三板桥国考断面水质执行Ⅱ类标准。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三板桥国考断面。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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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
区块、矿产开发项目、战略性矿产。
要素属性：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5 昭平县
表 5-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贺州市昭平县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ZH45112110001

广西贺州五指山自
治区级森林公园生
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110002

广西七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
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110003

广西梧州古修自治
区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
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
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
林、天然林、昭平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林、天然林、昭平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保护类型：森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林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对象：季风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桂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花国考断面。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4．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6．2025 年，桂花国考断面水质执行Ⅱ类标准。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林、天然林。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4．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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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5112110004

ZH45112110005

ZH45112110007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广西昭平桂江国家
湿地公园生态保护
红线

湘江-桂江流域水源
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昭平县县城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一般生
态空间

管控单元类别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
区内，除满足国家特殊战略需要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
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湿地公园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相
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单元特点：湘江-桂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单元内有公益
林、天然林、昭平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9〕35 号）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
任意改变用途，严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
2．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
限人为活动。
3．前述所列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和区级环境管控及准入要求清单进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公益林、天然林还需执行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
相应法律法规要求。
5．《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后，按其规定执行。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姚江昭平源头水区、昭平
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黄姚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规
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
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低环境
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不影响
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动造成的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闭矿、跟
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保督察，开
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合有关规定，
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
重要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
活动和生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复自然生
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4．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
矿、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强生态
公益林改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水源涵养
的功能；林产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生长与采伐
利用的动态平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保持。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昭平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一
级、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
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
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
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十三五”规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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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5．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开采
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
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
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二级国家级公
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
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
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6．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
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
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
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除
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地。在不破
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
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7．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西壮
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
理。

ZH45112110008

昭平县其他优先保
护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除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和布局要求，以及市级以上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能源开发利用规
划、线性工程规划外，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2．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新能源建设项目以及线性工程项目等要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主体功能区
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行业规划等规划要求，不得破坏生态、降低环境
质量。要优化项目选址布局，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区域，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用，不影响
区域主导生态功能。要采取更加严格和有效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和减轻开发活动造成的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要严格落实项目环评的跟踪监测计划，项目开采（开工）、闭矿、跟
踪监测要及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报备。加强矿山开采项目及其闭矿的环保督察，开
展矿山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飞行抽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审批简化和豁免要符合有关规定，
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降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极）重度石漠化区内严禁陡坡垦殖、过度放牧、乱砍滥伐树木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
动。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
活动。控制人为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损害水土保持功能的活动。加强
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保护天然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农村生态能源建设、
改变耕作方式、草食动物舍饲圈养、生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恢复自然植被，提高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4．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内禁止滥捕、乱采、乱猎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
重要物种栖息地，禁止无序采矿、毁林开荒、湿地和草地开垦等各种损害栖息地的经济社会
活动和生产方式。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控制，禁止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引进外来物种。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与监测，保护和修复自然生
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5．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区内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无序采
矿、毁林开荒，限制或禁止湿地和草地开垦等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活动。加强生态
公益林改造和建设，通过封育恢复自然植被，促使其逐步向常绿阔叶林演化，提高水源涵养
的功能；林产业向合理利用与保护建设相结合的生态型林业方向发展，保持森林生长与采伐
利用的动态平衡，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和改善地力；加强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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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公益林、天然林、姚江昭平源头水区、黄姚
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极）重度石漠化区、水源涵养功能
极重要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修复制
度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实施条例、《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关于贯彻实施国
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
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广西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编制理由

6．依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 号）进行管理，严格控制勘查、开采
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涉及林木采伐的，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
续。经审核审批同意使用的国家级公益林地，可按规定实行占补平衡。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原
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二级国家级公
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
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
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7．对所有国家级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
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对纳入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维
护天然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措施外，禁止其他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天然林抚育作业的，
必须编制作业设计，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严格控制天然林地转为其他用途，除
国防建设、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特色需要外，禁止占用保护重点区域的天然林地。在不破
坏地表植被、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
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8．源头水区严格控制区域开发强度，禁止建设水污染较大、水环境风险较高的项目。严禁水
功能在Ⅱ类以上河流设置排污口，管控单元内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增加。现有的不符合
保护要求的设施或项目限期退出或关停。严控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建设单位
在生产建设活动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ZH45112120001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
工业集中区重点管
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间应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
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3．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局分
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4．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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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特点：为自治区 B 类产业园区。包括潮江工业园潮江片区、
潮江工业园思庇片区、城北工业园、马江工业园金牛坪片区、马
江工业园临港片区。潮江工业园思庇片区产业定位为新型建材产
业、机械制造产业、矿产加工及其相关产业；城北片区产业定位
为大健康产业、茶叶深加工、绿色食品加工业、农林产品加工业、
中药深加工、电子科技、物流业、新型建材及其相关产业；潮江
工业园潮江片区以新型建材产业、化工产业、再生资源产业、机
械制造产业、物流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主；马江工业园金牛坪片区
以林产加工业、新型建材产业、机械制造产业、加工物流业、电
子信息及产品加工、数字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主；马江工业园临
港片区以依托马江港口，以桂东北内河航运枢纽和综合型物流基
地为发展目标，新型无污染科技产业、新型建材产业、机械制造
产业、物流业及其相关产业为主。园区内及周边存在居住区等保
护目标。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地理
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
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
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ZH45112120002

贺州临港产业区重
点管控单元

1．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
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热。
强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2．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标排
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3．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
放的，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
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编制理由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矿产开发项目。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知》《“十
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
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
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单元特点：包括临港片区；依托马江港口，以桂东北内河航运枢
纽和综合型物流基地为发展目标，新型无污染科技产业、新型建
材产业、机械制造产业、仓储、物流、运输、船舶制造、新能源
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
相关要求：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定位、单元特点、要素属性及地理
位置，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
见》（环环评〔2021〕45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产业园区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桂
政办发〔2020〕3 号）提出。

空间布
局约束

1．入园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及园区产业定位。
2．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间应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
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
3．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者工业集聚区；加快布局分
散的企业向园区集中。
4．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落实到规划中，负责统筹区域内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得引入不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入园。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深化园区工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开展烟气高效脱硫脱硝、除
尘改造。推进各类园区技术、工艺、设备等生态化、循环化改造，积极推广园区集中供热。
强化园区堆场扬尘控制。推动重点行业 VOCs 的排放管控，加强 VOCs 排放企业源头控制。
2．逐步完成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已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及达标排
放。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总排口安装自动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联网。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原则，实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3．园区及园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要满足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直接外排水环境的，执行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经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的，执行市政部门管理要求；经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后排
放的，执行园区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
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园区环评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广西 2021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计划的通知》《“十
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桂发〔2018〕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
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环水体〔2020〕71 号）及水污染防治
需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环境风
险防控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应急能力和物资，建设环境应
急队伍，并定期演练。企业、园区与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应当有机衔接。

要素属性：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提出。

重点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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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120003

昭平县城镇空间重
点管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空间布
局约束

ZH45112120004

昭平县其他重点管
控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环境风
险防控

ZH45112130001

昭平县一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单元

空间布
局约束

1．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高排放、高污染
项目，产生恶臭气体的项目。
2．在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水泥、造纸等高排放、高污
染项目，已建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3．城市市区、镇和村庄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禁止设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
1．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依法依规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严格控制施工和道路扬尘污
染。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鼓励建筑装修、汽修喷涂作业、干
洗等行业，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
2．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有效杜绝污水直排水体。
3．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既有污水处理厂和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基本实
现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4．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新建港口码头应避让且尽量远离生态保护红线、法定保护区等环境保护目标，降低规划实
施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潜在污染扰民和环境风险突出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
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
人口聚居区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3．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工业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1．完善港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回用或达标排放。
2．强化码头作业区堆场扬尘控制。
3．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
求，使新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1．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
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2．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开
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的尾
矿库的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建立污
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1．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作层。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土壤环境质
量不下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2．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
期关闭拆除。
3．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
于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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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理由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
例（2016 年修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
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矿产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矿产开发项目。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13 号）、《广西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及《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拟规划港口。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
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存在拟规划港口。单元内有合法采矿权、矿产
资源规划开采规划区块、矿产开发项目、战略性矿产、勘查规划
区块。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研究报告》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尾矿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提出。

单元特点：单元内有黄姚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部分区域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行永久
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9〕29 号）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