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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保护，规范建设施工单位环境保护行为，安徽省

安环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联合社会各界专家和机构编写了本

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施工领域环境保护的管理标准、环保措施标准、环保建材
使用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安徽省安环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编制主要鸣谢单位：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登亮、孙世群、孟斌、张友谊、崔云鹏、张玉胜、 

李小明、高广健、赵贤青、邓磊、孙素宝、杨民、 

李永刚、汪玉、郑红、陆晓龙、梁夫喜、陈国福。 

本标准由安徽省安环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和解释，在应用过程中如有
需要修改与补充的建议，请与我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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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规范建筑工地建设期的环境保护工作、促进施工单位环境综合治理，确保

全省环境保护工作在建设领域的具体落实，特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所称建筑工地，包括新（改、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及铁路建

设工程、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线路管道工程、电

力工程、设备安装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及拆除工程等所形成的施工场地。 

1.3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文明

工地标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

与卫生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相关

标准、规范制定。  

 

2 管理标准 

2.1  清洁化标准 

2.1.1  建成区工地入口 5米范围内应当无渣土和碎砖乱石，工地周边 50米内应

当无建筑垃圾，施工场地出口外道路 100米内应当无洒落渣土。 

2.1.2  建成区工地施工围墙不得有积尘，每 50米不得有超过 1处的污垢；企业

标志、“五牌一图”(即工程简介牌、管理人员及监督电话标牌、安全生产措施牌、

消防保卫牌、文明施工措施牌、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其他公告牌等不得有

积尘等污垢；墙体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张贴、乱刻画现象应当及时清除。 

2.1.3  办公区、生活区应每日保洁，随时保持清洁。 

2.1.4  施工机械和工地内附设的垃圾桶、灯具、电架箱等设施定时清洁，不得

有积尘、污泥、痰迹等污垢；离开工地的车辆，其车轮不得夹带明显渣土。 

2.1.5 工地内无高空抛撤建筑垃圾、现象；运输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

等散物、流体、物料的各类车辆，应当采取遮盖、封闭、围挡等措施，装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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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车厢高度，并保持车辆整洁。 

2.1.6  施工现场实施严格的烟尘控制措施，每日洒水不得少于 2次，并确保施

工设备、车辆尾气的排放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2.2  秩序化标准 

2.2.1 施工出入口距道路交叉口、医院、学校等车流人流密集地段的距离应不小

于 70米；出入口 5米范围内应当硬化，并应设置明显醒目的警示标志。 

2.2.1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方案的要求，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公示

扬尘污染控制措施，负责人、环保监督员、扬尘监管主管部门等有关信息。 

2.2.2 施工现场实行围挡封闭，围挡保护连续。主要路段和景观主干道设置的围

墙或围挡高度不低于 2.0米，一般路段不低于 1.8米；围墙或围挡材料应采用砌

体或定型板材，确保坚固、稳定。施工人员的加工、制作等活动必须在围墙或围

挡内进行。 

2.2.3 工地办公区、生活区、施工区划分清晰、整体布局有序，不同区域间应设

置明显的隔离或警示标志设施；根据施工需要布置的门卫室、厕所和开水房等建

筑类型齐全、通风采光良好。 

2.2.4 办公与生活环境管理规范，办公室内布置整齐，文件资料归类存放。炊事

人员必须办理健康证，上岗穿（戴）工作服（帽）。 

2.2.5 施工现场管理规范、组织有序 

    （1）施工现场各种告示牌、广告牌等安装牢固、字迹清楚醒目。 

（2）施工临时用电线路必须架空或埋入地下，不得在场地或楼地面表面上

随意乱接乱拖。 

（3）各种材料和施工机具设备按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分类齐整堆放，不得

在工地围墙或围栏外堆放建筑材料；粉状材料不得露天堆放，应入库或原料棚。 

（4）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运输到指定场所进行处置，

在场地内堆存的，就做到有效覆盖。 

（5）在建工程超出施工围墙高度、已搭设外脚手架和大面积支模的工程现

场，所使用的钢管外表面应当使用防锈油漆见新，剪刀撑和防护栏应当刷统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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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或黄黑油漆相间作为标识，同时使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封闭，并挂上醒目的

安全警示标牌。 

（6）按批准时间进行施工作业，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的标准实施噪音控制；混凝土由封闭罐运输进入，不得设置现场混凝土搅拌

站。 

（7）施工场地应设置带盖垃圾桶，产生的废土和建筑垃圾应分开堆放、统

一收集、集中密封外运，并按批准的时间、线路运输，在指定的地点倾倒，不得

随意处置。 

（8）施工现场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垃圾等易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

恶臭气体的物质。 

（9）废弃油料和化学溶剂应交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泥浆类废水应

进行沉淀后集中排放；其他污水和废水应当实施集中处理、定点排放，未经处理

不得直接排放。 

2.2.6 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道路要采取硬化措施。 

2.3  优美化标准 

2.3.1 工地入口大门外观形象应保持简洁大方。 

2.3.2 施工围墙应采用白色作为底色，墙体上布置的标语、宣传画等内容应保持

完整、美观、风格协调；围墙顶端禁止搭设其他设施；施工围档应当规格、色彩

统一，保持外观完好并布置整齐。 

2.3.3 工地办公区、生活区墙面和屋顶颜色应当统一，并与工地所在地段环境保

持协调；办公区、生活区道路要求平整完好，出现地面破损、凹陷必须及时修补。 

2.3.4 工地附设的各种标志牌、公告牌、警示牌、防护栏、灯具、电架箱，以及

公厕、垃圾桶等设施应保持完好，无明显断裂、破损、锈蚀或脱漆等现象。 

2.3.5 工地使用的密目安全网不得脱落、漏挂，不得有大于 5平方米的破损，安

全警示标牌应当保持字迹清晰美观。 

2.3.6 有条件的工地，或位于城市主要道路和重点地段的工地，应当在施工围墙

和工地内部组织临时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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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制度化标准 

2.4.1 细化施工过程中减少大气、水土、噪声污染和改善环境卫生状况的各项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设备的作业指导书等环境管理体系文件，并督促施工单位落

实。 

2.4.2 建立施工场地控制扬尘、防止噪音、杜绝乱排污水垃圾和渣土沿路抛洒现

象的专项治理办法，落实施工现场专职保洁员制度，负责工地内场保洁和“门前

三包”，解决工地扰民和污染城市问题。 

2.4.3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化施工现场公共安全与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的制定。 

 

3 环保措施实施标准 

3.1 防止水污染措施标准  

3.1.1 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用作土方回填，以免污染地下水和环境。 

3.1.2 各类建筑垃圾应倾倒在相关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  

3.1.3 下雨前做好围栏附近的渣土的清理工作和未运走土方的覆盖工作，避免泥

浆污染路面。  

3.1.4 在围栏内侧沿围栏设排水沟，避免泥浆水污染路面。 

3.1.5 外运淤泥及泥浆的车辆出工地时必须经清洗后方能出运。  

3.1.6 防渗漏和加固地层施工工艺所采用的化学浆料，应尽量选用毒性小、污染

少的注浆材料工艺，避免浆液流入地表水系和人畜饮用水源。 

3.1.7 污水处理后如排入市政管网的及附近水体，水质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96）的规定；如排入附近农田沟渠用于农田灌溉的应满足《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的规定。 

3.2  防止大气污染措施标准  

3.2.1 施工现场采取洒水覆盖、铺装、绿化等除尘措施，施工垃圾及时清运。  

3.2.2 施工现场要在施工前做好施工道路的规划和设置，可利用设计中永久性的

施工道路。如采用临时施工道路，基层要夯实，路面铺垫焦渣、细石，并随时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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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减少道路扬尘。 

3.2.3 散水泥和其它易飞扬的细颗粒散体材料应尽量安排库内存 放，如露天存

放应采用严密苫盖，运输和卸运时防止遗洒飞扬，以减少扬尘。  

3.2.4 清理施工垃圾时使用容器吊运，严禁随意凌空抛撤造成扬尘。 

3.2.5 生石灰的熟化和灰土施工要适当配合洒水，杜绝扬尘。  

3.2.6 使用砂石时禁止将所有遮盖的密目网全部打开，稍打开一角，用后拍平盖

好。 

3.2.7 施工现场制定洒水降尘制度，配备专用洒水设备及指定专人负责，定时洒

水降尘。 

3.2.8 钻机施工中钻孔位置棉絮覆盖，避免造成粉尘飞扬对环境造成污染。 

3.2.9 在进行大理石等石材切割或磨光时，必须设备专用封闭式的切割间。 

3.2.10 装饰用的石膏粉、腻子粉等必须袋装，并装入库集中管理。 

3.2.11 回收粉尘若不能使用，应制定相应处理措施，不得随意倾倒。要充分考

虑烟气及粉尘的有害性，避开人类活动密集区。 

3.2.12 施工现场禁止焚烧垃圾废料等。 

3.2.13 减少汽车等机动车辆的使用频率。结合实际情况，用自行车和电瓶车作

为日常代步工具。 

3.3 降低噪音污染措施标准 

3.3.1 制定并公示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控制人为噪声的管理制度。减少人为的大

声喧哗，增强全体施工人员防止噪声扰民的自觉意识。   

3.3.2 强噪声作业时间的控制，严格控制作业时间，加班提前向建设方申请，晚

间作业不超过 22：00， 早晨作业不早于 6：00，特殊情况需连续作业(或夜间作

业)的，应尽量采取降噪措施，事先做好周围群众的安抚工作，并报工地所在地

环保部门备案后方可施工。  

3.3.3 强噪声机械的降噪措施： 

a．牵扯到产生强噪声的成品、半成品加工、制作作业，放在封闭工 作间内

完成，减少因施工现场加工制作产生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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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选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设备的施工机械。施工现场的强噪声机械(如：

输送泵、电锯、电刨、砂轮机等)设置封闭的机械棚，以减少强噪声的扩散。  

c. 混凝土施工尽可能选用环保型振捣棒。 

d. 修理脚手架钢管时，禁止用大锤敲打，电锯操作间采用具有隔音效果的

材料进行封闭。 

e. 模板、脚手架支拆时，应做到轻拿轻放，严禁抛掷。 

f. 装修及机电工程施工：尽量做到先封闭后施工，使用电锤开洞、凿眼时，

在钻头处注油或水。 

g. 材料设备吊装应严格控制作业时间，夜间禁止打桩和拆迁工作。 

h．设立协调办公室和居民监督员，听取居民合理化建议，协调好和居民的

关系，尽最大努力做到便民不扰民。  

不同施工阶段的噪声限值 

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 
噪声限值（DB） 

昼 间 夜 间 

土石方 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 75 55 

打桩 各种打桩机等 85 禁止施工 

结构 砼搅拌机、振捣棒、电锯等 70 55 

装修 吊车、升降机等 65 55 

注：表中所列噪声值是指与敏感区域相应的建筑施工场地边界线处的限值。 

 

3.4 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标准 

3.4.1 固体废弃物应妥善保存，贮存地点清洁完整。  

3.4.2 建筑垃圾可采取露天或室内堆放方式，露天堆放的建筑垃圾应及时苫盖，

避免雨淋和减少扬尘。 

3.4.3 地面建筑垃圾堆放区地坪标高应高于周围场地不小于 15cm，堆放区四周

应设置排水沟，满足场地雨水导排要求。 

3.4.4 废旧电池、废色带、废墨盒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防止风吹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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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可回收的建筑垃圾应分类存放，防止风吹雨淋；  

3.4.6 不可回收的建筑垃圾指定地点进行贮存；  

3.4.7 生活垃圾分按可回收生活垃圾与不可回收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在容器中。       

3.4.8 贮存易燃废弃物品（废木材、废纸等）区域中应严禁烟火，并预备灭火器。  

3.4.9 贮存固体废弃物品区域予以标识。  

3.4.10 相关管理人员定期检查固体废弃物的贮存情况，并作好记录。 

3.4.11 不可回收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指定地点清运出场处理。 

 

3.5 生态保护措施标准 

3.5.1优化施工场地选址方案 

    选择施工场地时要综合考虑周边水源气象交通安全等因素，合理划分各功能

区域，以达到保护水源植被动物等目的。 

3.5.2 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要制度详细的水土流失保护方案，制定方案时要考虑到水土保持应与建设相

结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以防为主，开发建设与防治并重，

边开发边防治，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重点治理与一般防护相结合的原则治理水

土流失。使新增水土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原有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减少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1） 临时施工道路的开辟会破坏地表植被，包括耕地、园林、林地以及牧

草地等。为此，应规划好临时施工道路的路线走向，以减少植被破坏为首要原则，

尽量利用现有道路；若无现成道路可利用，则应严格控制施工道路修筑边界，路

线走向必须绕开各种生态敏感区。对于施工道路边界上可能出现的土质裸露边

坡，应有临时防护设施，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宜采用生态防护措施，可在施工道

路修建的同时进行复绿，在气候条件恶劣地区，应有防止土壤侵蚀的工程防护措

施，以防止土壤的自然侵蚀。在施工前，对现场初始的地形地貌，地表植被等自

然特征应有客观的文字描述和完整的影像记录，以作为将来进行恢复的依据和参

考，施工结束后，必须恢复临时占用土地原有的土地功能。 



 

10 

 

（2） 根据实际填挖土质，合理的设置边坡坡度；合理的设置土石方填挖施

工现场临时排水系统，及时疏导雨水，以减少雨水对挖填土坡坡面的冲蚀。填挖

方工程量过大的路段应避开雨季施工，避免雨季施工带来的严重水土流失，在有

雨水地面径流汇集处开挖路基时，或在临时土堆周围，以及其他容易产生水土流

失的地段，应设置沉淀池，作用是雨水流经时减慢流速使泥沙下沉，防止水土流

失。弃土弃渣的堆放地点应预先采取排水和挡土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或对水源和

灌溉渠道造成污染和淤塞。为防治水土流失要做到边坡稳定，岩石、表土、开挖

坡面不裸露，泥沙不进入下游河道，不影响河流正常行洪，做好绿化养护工作，

提高高速公路沿线水土保持能力。 

（3） 应集中取土场取料，切忌随意布置小料场，对山坡及植被任意破坏，

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容易产生方滑坡。弃土场要合理选址，不能阻塞河道防碍行

洪，导致滑坡、地基下陷，也不能压埋植被、损毁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破

坏景观。取土场、弃土场禁止选用森林、草地和湿地并按规定的界限，不能任意

选址和扩大范围。拌和弃料应及时收集并运至弃土场，避免随意弃置污染土壤和

破坏植被。材料堆放地点要有明确的边界，具体应按照临时用地审批文件规定的

内容和要求，并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划定，以便控制对土地的不合理占用。 

3.5.3野生动物保护 

施工过程中对野生动物及生存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接近效应、阻隔作用等

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如果直接破坏会造成动物死亡或迁徙，间接破坏会使动物的

活动范围受限，对其觅食、交配产生影响。同时施工带来的噪声会给动物带来烦

躁不安，直接威胁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施工中要尽量做到绕、避、护等环境敏感

区。尽量少使用爆破工艺。并且施工时与水环境隔离，防止机械漏油，造成水生

生物的伤害和灭亡。向职工加大加大宣传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严禁乱砍伐

和狩猎。必须严格按施工图要求施工，绝不允许扩大施工范围。 

3.5.4 植被保护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施工区内及周围的树木和植被不得随意砍伐和损害。 

（2） 确因工程施工需要，植被受损害，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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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临时设施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并对上下边坡进行植被防护。 

（4） 取、弃土场要进行绿化。 

3.5.5大气保护 

开挖产生的粉尘采用湿法作业减少降尘，爆破粉尘一般采用湿法作业、爆破

前后洒水减少降尘。施工区设置锅炉的，烟气排放应满足有关规定和要求。施工

采用湿钻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粉尘污染，同时，对现场施工人员加强劳

动保护。粉体物料要尽量采用管道输送，并对输送管道采取防泄漏措施。 

3.5.6污废水防护 

砂石料加工废水需进行沉淀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并将废水回用至生产加

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基坑废水在沉降处理过程中，应加强水质监测，延长静

置时间。混凝土拌合废水可在废水排放量相对集中的施工点，设置沉淀净化池，

将 p H 值值调至中性，出水通过水质监测，达标后才能排放。含油废水应集中修

配保养场，经沉淀、除油处理，含量小于 5 m g/L 时，排入附近荒地。施工场地

必须设置生活污水收集池，污水经过化粪池发酵杀菌后由地下管网输送到无危害

水域，有条件的可输送到当地污水处理厂。 

3.5.7噪声防护 

合理安排施工计划，避免在同一集中地点集中使用大量机动设备，施工单位

应首选符合噪声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采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对敏感目标，可

采取可采取限制施工时段、设置隔声屏障等工程措施。对高噪声作业场施工人员，

应加强劳动保护。 

3.5.8固废防护 

固体废弃物由于其来源和种类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处理方法应根据各自

的特性和组成进行优化选择。对于有毒有害废物应交由专业公司处理。对一般废

物的填埋处置必须保持周围环境的一致性，废物顶部必须覆盖植被、保持长期稳

定，能防止风化侵蚀、洪水和扬尘。 

3.5.9文物保护 

在施工过程中，如遇到地下看不到的文物古迹，应立即停工并保护好现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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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必须做到“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基本建

设”的原则。 

3.5.10 加强环境监测 

   根据施工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特点，要积极邀请环境监测部门对施工过程

中的水气噪声进行监测。以确保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4 光源污染防护措施标准 

    施工现场光污染长期以来由于不注意防护、防范，给施工人员和居民生活及

农作物生长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如遇到无法避免产生光源

污染的夜间施工，应提前做好夜间施工申请，并做好对附近居民的安民告示。  

4.1 施工照明灯具光污染防护措施 

4.1.1 对施工前进场的灯具设备进行检查，杜绝无罩、无防护的设备进场使用。 

4.1.2 在灯具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杜绝带病或缺少零部件继

续运转的情况。 

4.1.3 在基础施工阶段，所有照明灯具安装高度不能超过工地围墙 3米，灯具的

光源不能向工地围墙外照射。 

4.1.4 现场所有大光灯设备均安装自动限时控制开关。 

4.1.5 夜间的所有防盗照明灯具使用 220V的防水路灯。 

4.2 施工中电焊和气割所产生光污染防护措施 

4.2.1 操作者焊工应经特种作业培训、考试合格。 

4.2.2 现场电焊和气割时设置活动屏挡，封闭围栏。 

4.2.3 需集中入库加工焊接，应避开人员集中时焊接。 

4.2.4 采用工装模具固定焊接，模具操作人员应避开。 

4.2.5 对居民及周围农作物有影响场所辐射面搭设挡光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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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保建材使用标准 

5.1 避免使用能够产生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结构设备和绝缘材料：应尽量避

免使用所生产的泡沫绝缘材料。当维修或处理设备的时候，应注意回收。 

5.2 采用耐久性产品和材料：建筑材料的生产是高耗能的。因此使用时间长、维

护少的产品就意味着节约了能源。同时也减少了固体废料的产生。 

5.3 选择不需要维护的建筑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选用基本上不需要维护 例

如粉刷、再处理、防水处理 的建筑材料，或者其维护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5.4 选择物化能量低的建筑材料：重工业的产品和材料一般都是高耗能的。因此，

在不影响产品性能和使用寿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选择物化能量低的材料。 

5.5 采用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运输不仅需要消耗能量，同时会产生污染，因此

应尽量购买当地生产的材料。 

5.6 采用当地生产的回收再利用的建筑产品：用废弃材料生 产建筑产品减轻了

固体废料污染，减少了生产中的能量消耗，同时节省了自然资源，如纤维素绝缘

制品、用草生产的地板砖，回收塑料所生产的塑料木材等。 

5.7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选用废弃的建筑材料：例如拆卸下来的木材、五金等，这

样做可以减轻垃圾填埋的压力，节省自然资源。但是一定要确保这些材料可以安

全使用 检测是否含铅、石棉等有害成分，重新使用旧的窗户和洗手间洁具不应

以牺牲节能和节水为代价。 

5.8 寻求可持续的木材供应：使用来自于管理良好的森林的木材，避免砍伐原始

森林中的木材。 

5.9 避免使用会释放有害气体污染物的材料：溶剂型的涂料、黏结剂、地毯、刨

花板等许多建筑材料可能会释放出甲醛和其它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对工人和居

住者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危害。 

5.10 最大限度地减少加压处理木材的使用：当工人对加压处理木材进行锯切等

操作时，应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将包装废料减到最少，避免过分的包装。但是，

同时也要确保仔细包装某些易碎的东西以免破坏。 



 

14 

 

 

 

6环境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纲要。 

6.1 编制目的； 

6.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6.3 事故分级： 

    一般（IV级）、较重（III级）、重大（II级）、特大（I级）。 

6.4 适用范围； 

6.5 工作原则； 

6.6 组织指挥与职责： 

    成立以公司主要分管领导为主体的环境应急机构，一般分环境危险源控制

组、医疗救护组、抢险搜救组、安全疏散组、安全警戒组、环境监测组、后勤保

障组、宣传报道组。 

6.7 预防和预警； 

6.8 应急响应： 

    制定应急响应程序、信息报送与处理、指挥和协调、应急监测、信息发布、

安全防护、应急终止。 

6.9 后期处置： 

组织实施环境恢复计划。 

6.10 地方沟通与协作： 

    建立与环保系统联运的应急渠道，开展与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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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施工企业环保信用评估表 

序

号 
评估内容 具体要求及评分标准 

应得

分 
扣分标准 扣分 实得分 

1 证照资质＊ 证照齐全，体系认证完善。 5 证照不全扣 5分   

2 机构人员 设有专管或兼管的环保机构和人员，并经常进行环保培训。 2 
未建立扣 2分，开展有缺陷扣 1～2

分 
  

3 组织体系 
建设单位牵头，总包、监理、分包单位参与的环保便民示范工程，

开展创建活动。 
4 

未建立组织扣 4 分，开展有缺陷扣

1～3分 
  

4 专项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有环保、便民措施，控制施工扬尘、噪声专项

方案。 
4 

无方案、措施的扣 4分，不完善扣

1～2分 
  

5 工前告示 
工地外张挂《建设工程环保承诺牌》；开工、爆破、夜间施工前走

访社区。 
4 

未挂牌、未走访扣 4分，不完善扣

1～3分 
  

6 共建协议 
工地项目部按照施工不扰民的要求，与社区建立共建协议，遵守文

明施工要求。 
4 未签协议扣 4分   

7 围档围网 
围档封闭规范，每周及重大节日清洁一次；围网规范、封闭，完好

整洁。 
4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4分   

8 门前三包 
明确责任人，落实保洁措施，大门及周边每日清洁一次，保持工地

外 5米内整洁。 
3 不整洁或有破顺扣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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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便民措施＊ 
工地周边设置安全整洁的便民通道，不影响市民通行；解决社区因

施工影响造成困难。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10 污水排放 
施工污水、生活污水、泥浆设置三级沉淀排放设施，并由专人负责

定期清除，杜绝随意排放。 
3 未做到扣 1～3分   

11 油烟净化 生活区食堂后厨设置油烟净化装置。 3 未做到扣 1～3分   

12 现场道路 主要通道作硬化处理，钢筋混凝土路面或采用黑色路面。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13 环境降尘 
易扬尘物料采取针对性降尘措施；晴天适时对现场和围挡外周边采

取必要的洒水措施。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14 机械作业 现场限制使用易扬尘性粉碎、切割、锯刨等机械作业。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15 杜绝搅拌 按规定使用商品混凝土和商品砂浆，禁止现场搅拌。    5 未做到扣 5分   

16 土方作业 施工机械在挖土、运土、堆土作业时符合扬尘控制的要求。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17 硬路开挖 硬路开挖作业采取覆罩法，配备防尘喷淋设备。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18 夜间施工＊ 
夜间施工按规定申报审批，不超越范围施工，不大声喧哗，不使用

高噪声机械设备和工艺。 
5 未做到扣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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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材料加工 
施工现场杜绝易扬尘和高噪声材料加工作业，努力实施现场半成品

装配式施工。 
3 未做到扣 1～3分   

20 车辆运输 
不乱鸣喇叭；装卸物品轻拿轻放；设置冲洗设备；运输车辆出门做

好遮蔽、冲洗工作。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21 场地土方 
裸土闲地采用压实并用绿网覆盖等措施；闲置六个月以上的，必须

进行简单绿化处置。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22 垃圾清理＊ 
进行楼层、脚手架、高处作业平台等处清理作业时，采用洒水或吸

尘措施；禁止实施掀翻竹底笆、板铲拍打、空压机吹尘等行为。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采取禁

止措施清理垃圾的扣 5 分 
  

23 水土流失 
规划好临时施工道路的路线走向，以减少植被破坏，合理的设置排

水系统，及时疏导雨水。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24 植被恢复与土地复垦 
植被不得随意砍伐和损害，不占或少占耕地，施工结束进行土地复

垦。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25 控制光照 
采取有效遮挡、遮盖等措施，避免施工电焊弧光及夜间灯光照明等

污染光直射居民区。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26 环境监测 
工地扬尘和噪声排放必须符合环保部门设置的检测点检测控制标

准。 
5 排放不符合规定扣 1～5分   

27 环保技术和材料选用 积极采用先进的环保施工技术和环保节能材料。 3 不采用扣 1～3分   

28 交通排堵 
有交通排堵保畅措施，车辆进出工地有专人指挥；施工过程保证交

通畅通。 
5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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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值班受理＊ 
管理人员昼夜在岗值班，及时受理扰民投诉并回复，接受社区和新

闻媒体监督。 
5 

不及时处理投诉扣 5分；不完善扣

1～3分； 
  

30 
施工环境突发应急预

案＊ 
施工现场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的详细程度及落实情况。 3 不完善或未做到扣 1～3分   

总         计 120    

说明：1、表中共计 30项评估内容，其中带“＊”的为否决项，施工不涉及项忽略不计。2、具体总分标准的等级划分参见等级划分表。 

审核：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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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信用等级划分表 

 

符号 计分范围 信用提示 释义 

AAA+ ≥110 信用极好 

企业环保信用程度高、有优良的信用记录，基本状况优良，

环境污染防控措施完善，生态保护优良，环保制度完善，

环保机构设置及人员培训全面，环保技术创新，社会监督

表现优良，无投诉。 

AAA ≥90 信用优良 

企业环保信用程度较高、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基本状况良

好，环境污染防控措施良好，生态保护良好，环保制度较

完善，环保机构设置及人员培训较全面，社会监督表现良

好，无投诉。 

A ≥60 信用较好 

企业环保信用程度良好，基本状况较好，环境污染防控措

施较好，生态保护较好，环保制度基本完善，环保机构设

置具体工作需要，社会监督表现较好，无投诉。 

B ≥40 信用一般 

企业环保信用程度一般，基本状况一般，环境污染防控措

施欠佳，生态保护一般，环保制度不完善，环保机构设置

及人员培训欠缺，无投诉。 

C ≥20 信用差 
企业环保信用程度较差，基本状况较差，环境污染措施不

完善，生态保护较差，有投诉。 

D <10 没有信用 
企业无环保信用，无环境污染防控措施，有环保污染事故，

有投诉。 

否决 0 不予评级 
无证照及资质，严重扰民、屡遭投诉，环保部门挂牌督办，

出现重大环境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