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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更新，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并替代过往版本）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开发并运营蔚蓝地图数据库：通过政府

官方渠道采集公开的环境信息，将其整理纳入一个用户友好的网站，方便利益相关方检索环境

信息，依法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助力构建多方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的改善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蔚蓝地图数据库同时为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提供环境信息披

露和公开的平台，协助政府、采购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公众等利益方及时全面了解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针对违规问题的整改措施及环境合规现状。这不仅有助于打通信息壁

垒，提升市场公平性，更有助于多元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践行绿色采购、绿色投融资和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激励企业持续提升环境绩效，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在此基础上，IPE 构建了公开透明的记录撤除机制1。为保障该机制的公信力，加强自我约

束，以充分的信息公开保障社会监督，企业如希望从蔚蓝地图撤除记录，需要向社会公开披露

记录所列违法事实和/或违规问题产生的原因、已采取的整改措施、整改后的环境合规现状等，

并承诺持续关注自身环境表现。 

一、可撤除的记录类型 

企业可以撤除蔚蓝地图收录的环境监管、限期整改、双随机、限停产、事故/事件、安全

监管、监察共 7 类记录。 

 

 
1 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 IPE 所有，未尽事宜请与 IPE 联系。联系方式：gsc@ipe.org.cn。 

mailto:gsc@ipe.org.cn


二、记录撤除流程 

企业需要通过蔚蓝地图的 GCA 审核栏目，自行在线提交文件2，IPE 协助企业核对所提交

文件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撰写并通过蔚蓝地图网站“企业反馈”和“IPE 公告”栏目全文公开

记录撤除报告。完成以上流程，记录将从蔚蓝地图网站撤除（并继续保留在蔚蓝地图数据库后

台）。 

 

     

GCA 审核操作页面见下图。 

 
 

 
2 如企业已经通过蔚蓝地图网站以外的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开披露相关文件，可以向 IPE 提供链接。 

https://www.ipe.org.cn/IndustryRecord/Regulatory.html?keycode=4543j9f9ri334233r3rixxxyyo12
https://www.ipe.org.cn/Notice/Notice.html


三、记录撤除所需文件 

1. 环境监管记录 

• 相关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清洁生产审核办法》、《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等。 

 



• 记录撤除所需文件要求 

1) 通用要求： 

a. 情况说明与整改资料，需与记录涉及的建设项目或污染因子相关，并提供整改

完成后的证明资料； 

b. 凡是由企业出具的文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由政府或第三方出具的文件，需加

盖政府或第三方公章；  

c. 如文件涉及不便公开的信息，请自行打码或处理后再上传； 

d. 备案证明、转移联单、许可资质等资料，应在有效期内； 

e. 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包括：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行

政处罚决定书、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责令停产整治决

定书、责令限制生产决定书、现场检查（监察）笔录。如蔚蓝地图数据库已收

录相关环境行政执法文书的原文，则不必提供该项文件； 

f.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如企业已经通过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许可或登记信息，可以在情况说明中添加链接；如企业

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未作规定的排污单位，在情况说明

中注明后，可以不提供； 

g. 污染物监测数据包括：在线监测数据、监督性监测报告、第三方监测报告（需

加盖 CMA 章）。如企业已在情况说明中写明包括记录涉及污染因子在内的在

线监测数据的公开链接，可以不提供该项文件； 

h.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需注明拍摄时间，经纬度，并标注整改

位置或现状。 

 

2） 具体要求： 

类型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污染物 

（超标排污）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排放污染物 

（超总量排污）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5. 最近一年排放总量计算过程及结果3 

未按规定设置排污口 1. 情况说明 

 
3 如企业已披露整改完成后的年度 PRTR 表单、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或排污许可年度执行报告，且记录涉及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在情况说明中提供公开链接后，可以不提供。 

http://permit.mee.gov.cn/permitExt/defaults/default-index!getInformation.action
http://permit.mee.gov.cn/permitExt/defaults/default-index!getInformation.action
https://www.mee.gov.cn/gzk/gz/202112/t20211211_963806.shtml
https://www.ipe.org.cn/GreenSupplyChain/PRTR.html


类型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整改后现场照片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去向 

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5.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管理台账 

6.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要求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 

1. 情况说明4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未按规定开展危险废物 

贮存、处置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危险废物未合规转移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委托利用、合规处置合同 

4. 最近一年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5. 最近一年的 1 份危废转移联单 

6.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未按规定开展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一般固体废物未合规转移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委托利用、合规处置合同 

4.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固体废物转移台账 

利用暗管旁路等方式排放

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如企业电子台账在企业自建信息管理系统或第三方平台，无法下载文件的，可以提供管理系统网页的截图。 



类型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准） 

5.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6.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未按规定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或环境影响登记表5 

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记录所涉及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建设单位向社会

公开验收报告的截图6 

未按规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其评估验收结果 

未按规定披露环境信息 

1. 情况说明7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按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最近一年的 1 份演练记录 

未按规定建立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管理制度及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规定建立 1. 情况说明 

 
5 如企业的建设项目类别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未作规定，属于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项目，

在情况说明中注明后，可以不提供。 

6 如企业环评类别不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在情况说明中注明后，可以不提供。 

7 情况说明中需提供信息披露平台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W020210928608333204642.pdf


类型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环境管理台账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相关环境管理台账 

未落实备案/报送/登记 

等规定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未按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取得排污许可 

排放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按规定安装、使用、维

护自动监测设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8 

5. 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的网站链接或

截图9 

6.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管理台账 

未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行监测数据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 

自动监测设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规定对周边环境 

进行监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准） 

未取得排水许可证 

排放污水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水许可证 

 
8 如企业已在情况说明中写明在线监测数据公开链接，可以不提供。 

9 如企业自动监测设备未被要求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可以不提供。 



类型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移动源排放不合格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未按规定开展雨污分流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未采取事故应急措施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准）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违反禁止性规范（“禁

止”、“严禁”、“不

得”、“不准”等）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或

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 

弄虚作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10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造成损害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准） 

4.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以上未包含的 

其他违规类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10 需提供与记录所涉及问题相关的管理制度与人员培训。 



2. 限期整改（排污许可限期整改） 

• 相关政策法规： 

      2020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下发《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环环评

〔2020〕19 号，明确排污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暂不予核发排污许可

证，并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以下简称整改通知书）。 

（一）“不能达标排放”类，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不符合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排污单位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有关地方

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别要求的。 

（二）“手续不全”类，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未办理环境影

响登记备案手续，但是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获得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

的相关证明材料的，或者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除外。 

（三）“其他”类，如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联

网，未按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等。 

• 记录撤除要求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中列明的问题及整改

措施解释说明 

2. 排污许可证正、副本或固定污

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如《情况说明》中已涵盖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的链接，可以不提供 

3.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3. 双随机（“双随机、一公开”） 

• 相关政策法规：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决策部署，实现生态环境“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全覆盖、常态化，将“双随机、一公开”作为生态环境监管活动的基本

手段和方式。 

      各地全面采取随机抽查方式：除投诉举报、上级部门转办交办、其他部门移送案件、突

发环境事件、核安全检查、数据分析或监测发现问题线索等需要对具体被检查对象实施的针对

性检查外，其他生态环境领域的计划性检查，包括日常监督管理检查、监督执法检查、专项检

查和部门联合检查等活动，均要采取随机抽查方式。 

      其中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纳入国家有关信用信息系统。 

 

• 记录撤除要求（仅存在问题）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

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4. 限停产 

• 相关政策法规： 

      因环境治理需求，地方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发改委等部门会发布停限产企业名单，淘

汰落后设备名单，以及关闭、转产等企业名单。 

 

• 记录撤除要求（仅存在问题）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限停产发生的原因、限停产措施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7/t20210716_847363.html


5. 监察 

• 记录撤除要求（仅存在问题）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监察执法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6. 事故/事件  

• 记录撤除要求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事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7. 安全监管记录  

• 记录撤除要求 

企业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安全监管记录发生的原因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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