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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领域（鄞州）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事项编码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类别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备注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全
社会

特定群
体

主动
依
申请

县级 乡级

SH01001001C 1

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1.受理环节：受理情况公示、报
告书（表）全本
2.拟决定环节：拟审查环评文件
基本情况公示
3.决定环节：环评批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修订）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018年7月16日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试行）》（2013年11月14日环
办〔2013〕103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1002C 2
防治污染设
施拆除或闲
置审批

1.企业或单位关闭、闲置、拆除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场所的核准结果
2.企业或单位拆除、闲置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审批结果
3.企业或单位拆除、闲置海洋工
程环境保护设施的审批结果
4.企业或单位拆除、闲置水污染
物处理设施核准结果
5.企业或单位拆除、闲置大气污
染物处理设施核准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二十四号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八十一号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号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十六号修订）
6.《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管理条例》（2006年9月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5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1003C 3

除30万千瓦
以上燃煤发
电企业外的
排污许可证
申请、延续
、变更

申请前信息公开、许可信息公开
、限期整改、登记信息公开、许
可注销公告、许可撤销公告、许
可遗失声明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8月22日生态环境部令第7号修订）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1004C 4
危险废物收
集经营许可

1.受理环节：受理情况公示、项
目基本情况
2.拟决定环节：拟审查项目基本
情况公示、相关部门和专家意见
3.决定环节：危险废物收集许可
证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11号修订）
3.《危险废物许可证管理办法》（2016
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号修订）
4.《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的决定》（2014年1月28日国发
〔2013〕44号）
5.《关于做好下放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
批工作的通知》（2014年5月12日环办
函〔2014〕55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2001B 5

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和行
政命令

行政处罚流
程

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3.处罚执行情况：同意分期（延
期）缴纳罚款通知书、督促履行
义务催告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八十一号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十六号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八号颁布）
5.《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办法》（201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28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11号修订）
7.《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
暂行办法》（2015年1月23日浙江省人
民政府令第332号颁布）
8.《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2019
年4月18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十五届第十三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2002B 6
行政处罚决

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公开）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2003B 7
行政强制流

程

1.查封、扣押清单
2.查封（扣押）延期通知书
3.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2004B 8
行政强制决

定
查封、扣押决定书（全文）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自该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3001C 9

公共服务事
项

生态环境质
量信息发布

实时空气质量指
数

空气质量指数（AQI）、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臭氧、可吸入颗
粒物、一氧化碳和可入肺颗粒物
（PM2.5）浓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11号修订）
3.《关于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2013年11月18日浙环发〔2013〕59
号)
4.《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政务与信息
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2016年7月
14日甬环发函〔2016〕94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即时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SH01003002C 10
生态环境统
计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年度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全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11号修订）
2.《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2016年2月中办发〔2016〕8号）
3.《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工作方案》（2017年05月22日国办发
〔2017〕42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按照《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要求的时限公
开

宁波市生态环
境局鄞州分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