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省份有公开吗？
31省（市、区）疫情期间环境管理
指导⽂件信息公开⼤起底



⼀、背�景

新冠疫情发⽣之后，⽣态环境部于2020年1⽉

28⽇，从环境管理、严防发⽣⼆次污染等⻆度印发《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

与技术指南（试⾏）》，要求：

规范应急处置活动，妥善管理和处置医疗废物，

保障污染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确保⽔、⼤⽓等污

染物达标排放，防⽌疾病传染和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单位应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态环境和卫⽣健康主管部⻔报告医疗废物应急处置

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可实⾏⽇报或周报，及

时发布应急处置信息；地⽅各级⽣态环境主管部⻔应

根据本级⼈⺠政府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发布⼯

作。

此后，⽣态环境部⼜下发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案》《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监管⼯作的

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

废弃物环境管理⼯作的通知》3份⽂件。

我们相信，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层⾯上，

疫情期间各省（市、区）都从内部渠道学习并执⾏了上述4份⽂件内容和精神，并出台了本地相

应的落地指导⽂件。

但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层⾯上，这些重要⽂件的信息公开⼯作⼜做得如何呢？带着这

个问题，⽆毒先锋展开了⼀次信息公开评价⼯作，并提出了⼀些建议。

01



⼆、评价⽅法

具体评价⽅法为，根据⽣态环境部在2020年1⽉下旬以及2⽉初公开的4份疫情期间环境

管理的内容，参考疫情中⼼湖北省⽣态环境厅的公开情况，将可查询到各省（市、区）环境厅

（局）有公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作的通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监管⼯作的通知》三份⽂件的相关落地指导⽂件的情况

评价为“公开”，否则评价为“否”即“未公开”。

将可查询到各省（市、区）环境厅（局）有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

⽅案》相关落地⽂件摘要的情况评价为“公开”，否则评价为“否”即“未公开”。

三、疫情期间⽣态环境部发布的4份环境管理指导⽂件

2020年1⽉23⽇，⽣态环境部通

过官⽹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

⼯作的通知》摘要

2020年1⽉29⽇，⽣态环境部通

过官⽹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

术指南(试⾏）》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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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31⽇，⽣态环境部通

过官⽹发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案》摘要

“

2020年2⽉1⽇，⽣态环境部通过

官⽹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

监管⼯作的通知》全⽂

“

“

“
四、评价结果

仅湖北和四川两省公开全部4份指导⽂件

湖北省作为疫情中⼼，对⽣态环境部印发

的上述4份⽂件全部公开了本省落地的指

导⽂件。除此之外，仅四川省⽣态环境厅全

部公开了4份⽂件的本省落地指导⽂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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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省（市、区）部分公开4份指导⽂件

共有16个省（市、区）不同程度地部分公开了4份指导⽂件。

除湖北省、四川省外，有9个省的⽣态环境厅转发了《⽣态环境部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案》摘要信息，包括湖南省、安徽省、海南省、⿊⻰江省、吉林省、辽宁

省、⼭东省、江苏省、⼭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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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湖北省、四川省外，有8个省（市）的⽣态环境厅（局）以全⽂转发⽣态环境部⽂件或者出

台本地指导⽂件的⽅式，公开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

⽔监管⼯作的通知》相关⽂件的全⽂，包括天津市、安徽省、海南省、⻘海省、⼭东省、云南省、

⽢肃省、⼴东省。

除湖北省、四川省外，只有福建1个省的⽣态环境厅公开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作的通知》相关落地⽂件的全⽂。

除湖北省、四川省外，有6个省（区）的⽣态环境厅以全⽂转发环境部⽂件或者出台了本地

区指导⽂件的⽅式，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

南(试⾏）》相关⽂件的全⽂，包括⼴西壮族⾃治区、吉林省、⻘海省、⼭西省、云南省、⽢肃省。

13省（市、区）4份指导⽂件全部未公开

31省（市、区）中，有13个省级⽣态环境部⻔均未公开4份⽂件的转发或落地⽂件，包括河

南省、浙江省、河北省、陕西省、江西省、内蒙古⾃治区、重庆市、上海市、北京市、贵州省、新疆

维吾尔⾃治区、西藏⾃治区、宁夏回族⾃治区。

累计确诊过千的4省中仅2省部分公开4份指导⽂件

⼴东、河南、浙江、湖南，是除疫情中⼼湖北省之外，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

诊⼈数超过1000⼈的4个省份。

⼴东省环境厅以转发的形式公开了《⽣态环境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态环境部⻔做好肺

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监管⼯作（附技术⽅案）》，其他三份相关⽂件未主动公开，都显⽰

为“依申请公开⽂件”。

湖南省环境厅，仅以转发的形式公开了《⽣态环境部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应急监测⽅案》摘要，其他3份指导⽂件的落地⽂件未公开。

河南省环境厅和浙江省环境厅未公开全部4份指导⽂件的落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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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信息公开查询结果，⽆毒先锋发现，在4份疫情期间环境管理指导⽂

件的信息公开中，⼀些省级⽣态环境部⻔仅仅公开相关⽂件的摘要，或者是以新

闻报道的形式提及部分摘要内容，更有超过三分之⼀的地区4份⽂件的公开数量

是0。

在公开形式上，有的省级⽣态环境部⻔将指导⽂件设定为需要依申请公开的

信息。有的地区是以应急指挥部的名义在本地区政府的⽹站公开，但未在环境部

⻔⽹站公开。还有的是由⽣态环境部⻔与其他部⻔联合发出，但是却未在⽣态环

境部⻔⽹站公开。

⽆毒先锋认为，省级⽣态环境部⻔肩负着转达以及本地化落实⽣态环境部相

关⽂件的的责任。

从此次梳理评价中不难看出，疫情期间⽣态环境部发出的4类与环境管理相

关的指导性⽂件，在省级环境部⻔的转达和落实过程中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众的

期待还有差距。

我们相信这些⽂件在执⾏的过程中以内部转达的⽅式落实到了各个地市⽣

态环境部⻔，基层的⽣态环境部⻔也是按照⽂件要求开展疫情期间的环境管理。

但如果相关信息公开做得不到位，公众就难以知晓⽣态环境部⻔在疫情期间

开展了哪些监管活动，⾏政⾏为的依据是什么。

⽆毒先锋建议，在疫情期间或未来类似的情况下，全国各省（市、区）的⽣态环

境部⻔应该在本部⻔⽹站及其他重要公共平台，主动公开环境管理指导⽂件这类

基础性制度信息的全部内容。

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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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12地市疫情期间
环境监测监管信息公开复盘

1、背景

⼯作⼈员通过操作机器将医疗废物倒进焚烧桶内（图源：新华社）

湖北疫情发⽣之后，⽣态环境部于2020年1⽉28⽇，从环境管理、严防发⽣⼆次污染等⻆

度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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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应急处置活动，妥善管理和处置

医疗废物，保障污染治理设施正常稳定运

⾏，确保⽔、⼤⽓等污染物达标排放，防⽌

疾病传染和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单位应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态环境和卫⽣健康主管部⻔报

告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情况，根据形势的发

展和需要可实⾏⽇报或周报，及时发布应

急处置信息；

地⽅各级⽣态环境主管部⻔应根据本

级⼈⺠政府的有关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发

布⼯作。

除此之外，⽣态环境部还发布了《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

⽅案》，以指导空⽓、地表⽔等环境的应急

监测，出台《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污⽔和城镇污⽔监管⼯

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弃物环境管理⼯作

的通知》，以指导疫情期间医疗废⽔和医

疗废弃物的环境监督管理。

除了发布上述指导性⽂件，疫情严重

期间，⽣态环境部定期以固定的格式向公

众及时公开了疫情期间的环境管理信息，那么各个地⽅⽣态环境部⻔是否也做了相应的

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特别是疫情严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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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毒先锋选择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湖北省的

13个地市⽣态环境局官⽅⽹站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关环境监管信息进⾏了梳理和评价。

本调查根据⽣态环境部定期固定形式的发布的《⽣态环境部公布新冠肺炎疫情发⽣以来

⽣态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态环境部通报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处理处置环境监管情

况》、《⽣态环境部通报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处置和环境监测情况》信息，从疫情期间环境

监管信息公开的⻆度，对湖北省13地市（因未查询到随州市⽣态环境局官⽹，实为12地市）⽣

态环境局官⽅⽹站公开的相关疫情监管信息进⾏梳理，根据是否可查询到公开相关信息形成

本份评价报告。

⽣态环境部于1⽉28⽇印发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

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

⾏）》摘要

“

“

2、疫情期间⽣态环境部定期以固定形式公开环境监管信息

在疫情较为严重期间，2020年2⽉22⽇，⽣态环境部以《⽣态环境部公布新冠肺炎疫情发

⽣以来⽣态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的形式⾸次公开全国疫情期间的空⽓、地表⽔、饮⽤⽔源地等

环境质量数据。

⽣态环境部于2⽉22⽇公布疫情

期间空⽓、地表⽔、饮⽤⽔源地等环

境质量数据摘要

“

“



10

2⽉26⽇，以《⽣态环境部通报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处理处置环境监管情况》的形式

公开了疫情期间全国医疗废弃物、医疗废⽔的监管数据。

⽣态环境部于2⽉26⽇公布疫情

期间全国医疗废弃物、医疗废⽔的监

管数据摘要

“

“
2020年3⽉起，⽣态环境部基本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和《⽣态环境部通报全国医疗废物、医

疗废⽔处置和环境监测情况》的固定形式公开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医疗废⽔的监管信息和环

境监测数据。

⽣态环境部于3⽉16⽇公布疫情

期间全国医疗废弃物、医疗废⽔的监

管数据摘要

“

“
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处置的公开内容涉及：医废处置单位数量，全国医疗废弃物处

理能⼒，全国累计处理医疗废弃物量，湖北省、武汉市医疗废弃物的搜集量、处置量，处置过

程中的问题及整改完成情况；接收定点医院污⽔的城镇污⽔处理⼚数量，安装污⽔处理设施

的定点医院数量，采取应急措施处理污⽔的定点医院数量，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及整改完成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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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环境监测情况的公开内容涉及：空⽓，⽔源地、地表⽔、城镇污⽔处理设施的应急监

测信息，以及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及整改完成情况。

⽣态环境部于3⽉23⽇公布疫情

期间全国医疗废弃物、医疗废⽔的监

管数据摘要

“

“
3、湖北12地市环境应急⾏动信息公开情况

⾸先，根据⽣态环境部公开的与疫情相关的环境监管信息，确定了对湖北省12地市⽣

态环境局官⽅⽹站的两⼤类评价指标。

⼀类是对疫情期间环境应急监测信息公开情况的进⾏评价。具体⽅法为：针对地表⽔、

⽔源地、污⽔处理⼚、空⽓，共4类7项相关环境应急监管信息公开情况，根据关键字进⾏⼈

⼯搜索，如果可查询到相关的公开信息则判定为“是”，若没有则判定为“否”；

另⼀类是对与疫情有关的医疗废弃物/废⽔处理应急监管信息公开的情况进⾏评价。具

体⽅法为：针对原有医废处理企业、对应急医废处理企业/设施以及对收治患者定点医院，

共3类11项环境应急监管信息公开情况，根据关键字进⾏⼈⼯搜索，如果可查询到相关的公

开信息则判定为“是”，若没有则判定为“否”。

因未查询到随州市⽣态环境部⻔官⽅⽹站，故本次评价的对象为除其之外的湖北省其

他12地市的⽣态环境局官⽅⽹站。

评价指标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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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分析

所有12地市在“对⽔源地开展应急监测”、“空⽓监测设备是否正常维护/公布数据”两项

指标的信息公开上，均进⾏了相关信息的披露；仅荆⻔、鄂州两地，未公开“对⽔源地开展应

急监测的结果”。

在“对地表⽔开展应急监测”信息公开⽅⾯，12地市中有5地市进⾏了公开；仅有宜昌、

恩施2地市，公开了“对地表⽔开展监测的结果”。

12地市中除咸宁外，均公开了“污⽔处理⼚开展应急监测”信息，⽽“对污⽔处理⼚开展

应急监测的结果”的公开情况相对差⼀些，只有7个地市进⾏了相关公开。

>>�疫情期间环境应急监测信息公开情况

在“常规医废处理⼚的数量/名称”相关信息公开⽅⾯，12地市全部进⾏了披露；荆州、鄂

州、咸宁3地市，未公开“常规医废处理⼚医废处理量”相关信息；8地市公开了“常规医废处

理⼚处置⽅式”；所有12地市均未查询到涉及“常规医废处理⼚排放监测结果”的相关信息。

12地市全部可查询到“备有应急医废处理设施”的相关信息；10地市公开了“应急处理

设施名单/数量”相关信息；只有4地市公开了“应急处理量”；公开“应急处置设施处置⽅式”

的地市有11个；所有12地市均未查询到公开了“应急处置设施排放监测结果”相关信息。

只有恩施市未公开“对定点医院开展应急检测”相关信息；宜昌、荆州、恩施、鄂州4地未

公开“定点医院废⽔相关指标监测结果”相关信息。

>>�与疫情有关的医疗废弃物/废⽔处理应急监管信息公开情况

整体来看12地市在疫情期间环境应急监管信息的可查询情况，武汉、⻩冈、⻩⽯、襄阳

4地最好，公开了14项信息；宜昌、孝感次之，2地公开了13项信息；荆⻔公开了12项信息；荆

州、⼗堰2地公开了11项信息；恩施公开了10项信息；鄂州、咸宁排在末尾，2地仅公开了9项

信息。

>>�12地市信息公开情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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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市对信息公开的数量均不⼩于信息公开总项数18的⼀半9项，公开信息最多项的

地市有14项，公开信息项数最少有9项，鄂州、咸宁2地，⽐武汉、⻩冈、⻩⽯、襄阳4地相差了

5个指标项。

遗憾的是，12地市均未披露“常规医废处理⼚排放监测结果”、“应急处置设施排放监测

结果”相关信息，是本次信息公开的薄弱环节。

⻩冈⽣态环境局定期以固定形式公开相关信息

整体来看疫情期间湖北省12地市对在其官⽹公开环境应急监测监管信息的形式不⼀，

多数没有固定周期，且整体上查询起来不够便捷。相⽐之下，⻩冈市的相关信息公开较为清

晰完整。

在2020年2⽉⾄3⽉，⻩冈市环境局官⽅⽹站基本每天以发布《⻩冈市⽣态环境局疫情

防控⼯作⽇报》的形式披露本市的环境应急监测监管信息，内容包括疫情防控有关⼯作动

态，含医疗废物处置动态、医疗污⽔和城镇污⽔处理动态、应急监测动态、疫情防控⼯作动

态；以及主要⼯作情况，披露了市直系统以及各个分局每天的环境监管⼯作动态。

本调查设定的18项评价指标中，⻩冈市环境局公开了14项指标，其中“对⽔源地开展应

急监测”、“对⽔源地开展应急监测的结果”、“对常规医废处理⼚排放监测结果”、“对应急处

置设施排放监测结果”，4项未公开，与武汉市、⻩⽯、襄阳，同属于12地市中整体信息公开情

况较为完善的4个⽣态环境部⻔。

2020年2⽉29⽇⻩冈市⽣态环境

局官⽹公开的《疫情防控⼯作⽇报》

截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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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开环境和污染源排放监测信息

疫情期间，公众除了关注必要的环境监测⾏动是否采取，更关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情况到

底如何，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所以监测结果的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本调查梳理的可查询信息来看，10地市未公开“对地表⽔开展监测的结果”，5个地市未公开

“对污⽔处理⼚开展应急监测的结果”，4地市未公开“定点医院废⽔相关指标监测结果”，特别是两

项涉及医疗废弃物处置的排放信息�“常规医废处理⼚排放监测结果”和“应急处置设施排放监

测结果”，12地市均未披露。

12地市环境监测信息公开还有很⼤的完善空间，⽆毒先锋建议，更⾼级别的⽣态环境部⻔应对

监测结果信息作出强制性公开的要求。

应固定形式公开

除⻩冈市环境局以疫情⼯作⽇报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外，其他多数地市则多是以环境新闻的

形式呈现，没有固定格式，普通公众查询起来⾮常⿇烦，不利于关⼼疫情期间环境健康的公众了解

相关信息。

应定期公开

除⻩冈市环境局定期公开疫情⼯作⽇报外，其他多数地市则没有明显的公开周期规律，信息公

开缺乏系统性，不利于关⼼疫情期间环境安全的公众全⾯动态了解相关信息。⽆毒先锋建议更⾼

级别的⽣态环境部⻔，⽐如湖北省⽣态环境厅对公开的周期作出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论是⽣态环境部或者地市级别的⻩冈环境局，在此次疫情期间进⾏相关信息公开

的内容、格式、周期，都可以作为今后应急情况下环境信息公开的参考。

⽆毒先锋建议，在此次疫情延续期及未来出现其他环境应急事态时，地⽅⽣态环境部⻔应定

期、以固定的格式或者形式在固定的平台公开应公开的环境信息，尤其是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

监测结果的信息。更⾼⼀级的⽣态环境部⻔，如省级⽣态环境部⻔，应该在公开内容、周期和形式

上给出统⼀要求或者指导意⻅，供各地⽣态环境部⻔参考。

特别说明：
因为是⼈⼯搜集信息，我们可能存在难以梳理出全部信息的情况，
评价结果与实际信息可能存在有偏差的情形，请包涵并指正。 14

4、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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