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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至 2015这过去的十年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发展为投资者创造

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作为中国企业的良好合作伙伴，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与中国企

业的商业合作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成功的投资活动依赖于中国跨国投资公司

周密的准备以及合适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战略，从而更好的为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和发展提供支持。近年来，投资活动的范围逐渐从最初的矿产投资、油气产品

投资不断扩大到农产品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发电行业等领域，因此更加需要

中国投资者进一步加强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加了解当地社区的期望，并致力于实

现良好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绩效表现。 
 

本《环境、健康、安全（EHS）良好实践技术指引》主要面向中国投资者以及工程、

采购和建设（EPC）总包商，特别针对其负责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项目 EHS管理

的决策者。本指引也可供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政府和公司参考使用。本指引主要面

向矿山、石油天然气（采掘）、基建和农业领域及其附属设施建设项目，诸如道路、

铁路、堤坝、电厂的建设等。根据中国投资的活跃程度和各国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

地区背景和法规主要针对三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和秘鲁。本指引针对于各类项目

建设活动设计了实际的、通用的良好实践，从而更好的适用于整个拉美和加勒比海

地区的发展。 
 

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EHS实践的商业意义实践的商业意义实践的商业意义实践的商业意义：：：： 

� 采掘业、大型基建和大规模农产品项目可以引起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显著变化。 

� 环境恶化、污染、工人权利侵犯、生态系统服务的侵占常常是造成社会矛盾和

反对的诱因。 

� 施工期是 EHS问题和社会矛盾最常发生的阶段。 

� EHS相关风险可以引起项目的生产力丧失、物料受损、声誉被破坏，最终引起

项目延误，使企业蒙受重大的损失。当企业人员的注意力被分散在管控这些矛

盾时，人力成本也是可观的。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生物多样

性破坏以及社会矛盾。投资者有意减轻环境破坏，并与当地政府开展对话和合

作。本技术指引提供了相关的案例研究，详见附录 A。 

 

EHS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EHS 法律法规正日趋完善，与国际标准、地区贸易协定、国

际条约以及公民社会意识相接轨。 

�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许可的核心是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大量的信息公开和

利益相关方参与工作。根据项目特点和当地要求，项目可能需要完成诸多其它

EHS许可（例如：自然资源开采、用地、废弃物处置等）。 

� 中国环保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海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为中国海外

投资资目提供了 EHS管理方面的建议。 

�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也发布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2012）。 

 

良好国际实践的法规资源参考详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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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管理实践良好管理实践良好管理实践良好管理实践 

 

本指引重点关注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农业以及基础设施项目施工阶段的环境、

职业健康和安全（OHS）以及社区健康和安全相关方面。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 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 

侵蚀 过度劳累 一般性场地危害 

水土流失和迁移 滑倒、跌倒 疾病预防 

水体污染及干扰 高空作业 交通安全  

噪声和振动 物体打击 与受影响社区的沟通 

粉尘和空气质量 机械设备移动  

固体废物  受限空间与挖掘  

危险废物 其他危害  

土壤污染   

 

最佳实践要求应在项目周期内尽早完成风险和影响识别，从而在项目进行选址、设

计、工程、审批和许可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和缓减措施。本技术指引提供了控制和

管理项目建设阶段具体风险及影响的可行措施及其基本原理，并对最佳缓减措施实

践进行了描述说明。 
 

通过制定和执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体系，可以有效的执行国际良好 EHS管理实践和

EHS标准。缓减措施的制定应该与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DCA）指导下的管理体

系框架相一致。管理体系至少应该与当地法律法规要求相一致，并反映项目开发方

和分包商的参与及责任。国际最佳实践表明，管理体系中具体措施的制定应该依照

避免、最小化、缓减及最终适应的顺序进行。本指引依照该原则针对各个方面的影

响制定了具体的操作实例。 
 

积极地管理财务及声誉风险已成为现代国际公司的关键性任务之一。那些忽略了企

业 EHS 绩效的公司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方面的威胁，而采用良好

EHS 实践的公司却能够提高它们的风险管理水平，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在项目的

投资、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加强社会及环境责任履行的投资者和承包商往往会面临更

低的项目延误风险和更低的成本，从而在投资地区获取更多的商业项目和机会。 
 

在海外国家的投资活动往往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根据我们在不同地区、

对不同公司的咨询经验，这些风险和挑战可以得到缓减和解决。倘若一个企业能够

建立合适的管理体系和广泛的内部基础，并知晓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措施，则该

企业将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拓展其海外业务机会，促进全球业务的成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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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目标读者 

本指引主要面向中国投资者以及 EPC 总包商，特别针对其负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项目 EHS

管理的决策者。本指引也可供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政府和公司作为参考使用。本指引主要

面向矿山、石油天然气（采掘）、基建和农业领域及其附属设施建设项目，诸如道路、铁

路、堤坝、电厂的建设等。根据中国投资的活跃程度和各国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地区背

景和法规主要针对三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和秘鲁。为了适用于整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

区，本指引针对各类项目建设的良好实践是可操作的、通用的。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i的贸易和投资的大幅增长促进了当

地经济发展，特别是采矿、油气、农业等领域的商品繁荣（Ray, 2015; Davis, 

2015）。这些领域亦是在土地权属、环境恶化、工作条件和人体健康产生诸多争端

的领域。当地社区通过投诉、抗议、堵塞交通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导致

安全力量的介入引起民众的伤亡。这些争端附带了巨大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成本，以

及投资和经济成本（Davis, 2014）。 
 

尽管许多中等收入的拉丁美洲国家业已制定了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环境和民众福

利，仍有许多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还比较落后，在管理架构和执法上还存在诸多不足。

虽然中国对其海外投资项目有诸多社会和环境保护要求，并推出了《绿色信贷指引》

指导海外项目融资（详见附录 C），但其在拉美地区的具体执行和透明性尚面临着

挑战。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拉美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必将进一步简化其环

境和社会要求（Ray, 2015）。在此情况下，各方充分理解环境、安全和健康（EHS）

工作在控制风险和最大化投资机遇方面的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 
 

《环境、健康、安全（EHS）良好实践技术指引》由美洲开发银行
ii
编制，致力于

帮助中国投资机构和工程、采购和建设（EPC）总包商（本指引的目标读者）进一

步理解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EHS 相关的背景、法律法规和操作流程，并作为不同

文化和不同认知之间的沟通桥梁，以期在项目的规划和建设阶段可以整合和运用

EHS 良好实践。最终，本指南旨在帮助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保护当地环境和社区的福利，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i  美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包括以下 26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

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

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以及

委内瑞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中的非成员国家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开曼群岛、多米尼

加、古巴、法属圭亚那、格林纳达、瓜德鲁普、马提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ii 本指引着眼于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并不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影响等其它相关方面。建议针对其它方面编
制相应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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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EHS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 

综述综述综述综述：：：：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EHS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管理的商业意义 

� 采掘业、大型基建和大规模农产品项目可以引起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显著变化。 

� 环境恶化、污染、工人权利侵犯、生态系统服务的侵占常常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反对的

诱因。 

� 施工期是 EHS问题和社会矛盾最常发生的阶段。 

� EHS 相关风险可以引起项目的生产力丧失、物料受损、声誉被破坏，最终引起项目

延误，使企业蒙受重大的损失。当企业人员的注意力被分散在管控这些矛盾时，人力

成本也是可观的。 

。 
 

采掘业可造成其所在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显著变化，进而引起企业和当地社区的

冲突（Davis, 2014）。类似的，大规模农业项目也会引起显著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冲

突，主要围绕在用地、水资源的竞争、童工、市场价格等方面。环境恶化、污染、

对工人权利的忽视、公共健康的恶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都会给社区、企业以

及政府产生直接成本，并可能直接导致对项目的反对。近来的研究成果显示，糟糕

的 EHS管理会引起社会冲突并导致重大经济损失。 
 

高盛 2008 年对 190 个大型国际采掘类项目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项目从

开发伊始到投入运行的时间近乎加倍，造成了成本的大幅增加。一项针对其中部分

项目的后续秘密调查显示，非技术风险（如 EHS 和社会风险）占据了企业面对的

主要风险的近乎一半，而利益相关方风险则是其中的最大一类（Ruggie, 2010）。 
 

哈佛肯尼迪学院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组织的 Davis 和 Franks 发表的《Cost of 

Company – Community Conflict in the Extractive Sector》一文指出环境问题是导

致冲突的最常见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接近 80%的研究案例（n=50）有因为污染导

致的冲突，接近 70%的研究案例有因资源的使用和与当地产生的竞争导致的冲突。

研究结果还显示施工建设期是项目由于冲突原因被暂停或者放弃的最常见阶段。由

于企业和社区的冲突造成的最常见的损失来自于临时停工和延期造成的生产损失，

而最大的损失是与后续项目、扩建计划以及未能按期投产相关的机会成本的损失。

项目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公司一把手，不得不分散精力来处理冲突，这

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往往容易被企业所忽略。以下框 1 给出了 EHS 和社会冲突引起

损失的示例。 

框框框框 1 非技术性风险造成的损失非技术性风险造成的损失非技术性风险造成的损失非技术性风险造成的损失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某企业对其不同项目存在的非技术风险成本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价，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在

两年时间内，企业会损失 60 亿美元，占到了其年利润的 10%以上。企业将评估的结果提交

到了董事会，希望引起其对非技术风险的注意。 

 

2006年 2月，阿根廷 Esquel采矿项目业主被迫进行了 3.79亿美金的资产减记，并放弃了价

值 13.3亿美金的估算储量。 
 

2003年，秘鲁 Tambogrande采矿项目放弃了价值 2.53亿美金资源储量后又报告了 5930万

美元的资产减记。 
 

2012 年 11 月，由于水源地竞争问题，秘鲁 Conga 金铜矿项目被秘鲁政府要求暂停项目的

建设。预计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可开采 1500至 2000万盎司的金以及 40至 60亿磅的铜，该

项目的主要股东（51.35%） Newmont在 2010到 2012年间已经在此项目上投入了 14.5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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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另一股东（43.65%）Compañía de Minas Buenaventura 2012 年在此项目上投入了

4.98亿美金。 
 
来源：根据 Davis 2014年报告整理 

 

2015 年一项由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倡议组织主导的研究（Ray, 2015）显示，

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和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领域。大宗商品领

域（尤其是采矿业）提供的工作机会较制造业和农业出口行业少，预计每 100 万美

元产值产生的工作机会比出口行业整体要少 20％。同时，因为集中于大宗商品领域，

拉丁美洲向中国的出口与其整体的出口相比，消耗两倍的用水，并产生 112%的净

温室气体排放。这种行业集中性也使得此类投资项目比其他类型的项目受到的公众

监督更多。因此，应着重确保由中国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会对拉美物种最为

丰富的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恶化。有文献显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者，诸

如秘鲁的中国铝业矿山项目、墨西哥的金龙铜管项目等，已经展现出了与当地政府

和社区合作的意愿和能力（详见框 2），表明中国企业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

（Ray, 2015）。尽管如此，考虑到拉美政府有放松其环境和社会法律法规来保持对

投资吸引力的倾向；拉美部分地区政府在执法、管理以及透明度上的欠缺；拉美应

用了一系列新兴投资者如中国的 EHS 标准（可能与国际金融机构或传统投资方的

不同），在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公司仍面临巨大挑战（Ray, 2015）。 
 

当地社区和公益组织在这些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需要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公益组织经常是近来政策和法律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并扮演着非正式的监督投资人

和企业的角色。同时，消费者意愿也极大的决定着市场趋势，诸如优先选择认证的

食品和可再生能源。 

框框框框 2 拉美地区中国企业与政府拉美地区中国企业与政府拉美地区中国企业与政府拉美地区中国企业与政府互动互动互动互动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2014 年 3 月，中国铝业在秘鲁的特罗莫克山矿由于酸性废水泄漏问题，遭到当地

环境监管部门（OEFA）关停。泄漏是由于中国铝业未考虑到当地大降雨量造成的。事故发

生后，当地监管部门与中国铝业快速反应清理了泄漏。随后，秘鲁中国企业联合会邀请环

保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讲座，向中国企业介绍秘鲁的环境法律法规。这为政府主动地

解决环境问题、与投资企业的环境安全管理人员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以及未来双方的合

作奠定了基础（Ray, 2015）。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 中国金龙公司（GDA）是一家位于墨西哥蒙克洛瓦的铜管制造企业，须满足当地的

环保标准，并披露其某些领域的绩效表现。每年，该公司都要向墨西哥环保部提交年度报

告，其中包括大气排放、废水排放及危险废物处置。这家企业遵循了这一要求，并在环保

绩效方面持续改进。鉴于 Coahuila 州有 3000 多家公司需要监管，当地环保部门的监管能

力有限，只有极少数的公司每年按要求提交了年度申报，由此可见 GDA 在这方面表现可

嘉。（Schatan, 2015）。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列举了在拉美地区如果 EHS和社会冲突管理不

善，可能面临的各种成本损失。 

表表表表 1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HS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成本损失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成本损失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成本损失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成本损失 

种类 

安全 • 支付给警察和私人安保提供商的费用 

• 安全成本的增加，包括围栏、护卫、警报、监控系统的费用以及移动性

的减弱 

• 安全管理和培训的增加占用员工的时间和生产力，以及培训费用 

项目变更 • 设计变更造成的应用、设计和法律程序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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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量的增加 

• 工程设计和规划的时间 

风险管理 • 保险：高保险费、更多的保险项目、风险评级、以及保险的支出 

• 法律和冲突的专业能力：员工培训、更多的用工需求 

物料损失 • 私有财产和设施的损坏和毁坏 

• 公共财产和设施的损坏和毁坏 

生产力损失 • 停产：自愿关闭或监管部门强制关停 

• 临时停产 

• 后续扩建或新项目机会的丧失 

• 正常生产的干扰：临时或无限期推迟和停工 

• 原材料或产品到位的推迟 

• 更加严苛的监管和法律负担 
 

资本 • 资产损失：全额减计、贬值、打折出售 

• 无力偿还债务或债务违约 

• 新融资困难 

• 股价波动/市值在一定时间内的损失 

人工 • 花费在风险和冲突管理上的人工时 

• 整改成本：会议、协商、调停 

• 绑架：赎金、营救、赔偿 

• 员工被捕 

• 员工伤亡 

• 士气低迷、情绪低落 

• 员工稳定性：更高的薪水、奖金和福利 

• 招聘：广告、筛选、面试、入职培训 

声誉 • 用于公共关系的费用增加：第三方顾问、信息的发布 

• 竞争力的丧失：品牌价值、投资人信心 

赔偿 • 赔偿（不经法庭的支出） 

• 罚款 

• 更多的环境和社会义务：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其它服务、恢复和治理

支出 

• 诉讼和其它行政支出：诉讼费用、判决结果或庭外和解费用 

来源： Davi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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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HS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 

综述综述综述综述：：：：EHS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法规背景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EHS 法律法规正日趋完善，与国际标准、地区贸易协定、国际条

约以及公民社会意识相接轨。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环境许可的核心是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大量的信息公开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工作。根据项目特点和当地要求，项目可能需要完成诸多其它 EHS 许可

（例如：自然资源开采、用地、废弃物处置等）。 

� 中国环保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为中国海外投资
项目提供了 EHS管理方面的建议。 

�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也发布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2012）。 

 

本章概述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的环境健康安全（EHS）法规，并着重

介绍以下三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同时对中国相应 EHS 法规进行了比较。

本章先从国际层面对 LAC地区进行介绍，描述推动当地 EHS法规发展的一些趋势

和机遇，及其与该地区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协定的相关性。随后，本章在国家层面上

主要针对上述三个目标国家，介绍了该区域法规框架上的共性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特

点，以及对应的许可流程。本部分还比较了这些 LAC 地区国家与中国的法规框架，

着重强调了中国企业熟悉的许可途径与 LAC 地区常见的许可途径之间的区别。附

录 B 介绍了与中国和三个目标国家的主要 EHS 管理机构和主要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全方位的法律法规框架或者许可要求列表，只是希望

能给读者提供总体 EHS 法规和信息来源的指引。本章不涉及公共咨询、信息披露

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的法律要求，也不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求进行深入的解

读。  

3.1 区域背景区域背景区域背景区域背景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法规正在不断地完善和细化，这源自于不断扩展的国际和

地区贸易协定的影响（Kadas and Fraker，2014），拉美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与发

达国家（OECD 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国际融资（例如赤道原则、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UNEP金融倡议、国际金融集团 IFC绩效标准）的要求（框 3）。这

代表着九十年代中期创立的基础框架法案得到了显著发展，因为 LAC 地区国家正

将环保纳入国家宪法（Kadas and Fraker, 2014; OEFA 2014）并将主流 EHS要求纳

入其发展规划。 

框框框框 3 LAC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EHS立法的主要驱动力立法的主要驱动力立法的主要驱动力立法的主要驱动力 

• 自由贸易协议（尤其是与美国）  

• 项目国际融资要求 

• 双边和多边机构的发展援助 

• 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团的自发意识 

• 国家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 
• 国际标准 

来源：Kadas and Fraker, 2014. 

 

法规框架涉及到许多许可证问题，而环境影响评价（EIA）则成为了环境领域最基

本的项目许可（Kadas and Fraker, 2014）。LAC国家的许可证申请过程十分复杂

并通常牵涉了跨监管机构的协作（世界银行，未知日期），大多数国家将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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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纳入环评流程且最终批复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一些

国家在致力于审批流程的精简。  
 

LAC 地区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对受影响社区充分咨询并披露项目信息，使增强透明

度成为趋势（IDB, 2012; Kadas and Fraker, 2014）。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于项目决

策阶段采纳公众参与和征询结果仍处于初始阶段。LAC 地区法律法规可通过常规

方法获取并且一般能在网上查阅到。项目许可方面，作为项目许可审批流程的一部

分，大多数 LAC国家均要求项目影响评价（即环评）信息的公示（框 4）。EIA信

息一般以电子版或纸质版向公众披露；一些国家对披露文件的文化合理性有特殊要

求（如本地语言、口头报告、开放性论坛、研讨会、公众听证会）。一经批准，公

众可随时查询 EIA及许可证。这些趋势大都来源于法律推动，但也有不少是依靠了

民间力量。此外，对公共资金投资公用事业项目的审查也成为了一股驱动力量。 

框框框框 4 信息的获取和透明度信息的获取和透明度信息的获取和透明度信息的获取和透明度 

智利环境评价办公室（Servicio de Evaluacion Ambiental  - SEA）是一个在多地办公的机构，

职责是根据环境法律法规对项目进行评估，协调开展跨机构评估和公众参与。SEA负责维

护一公开数据库，数据库保存有项目所有相关信息，包括提交的文本、评价、回复、批复

等。项目出资方和政府在项目环境许可问题上的所有沟通都向公众披露。信息可于如下网

站上获取(www.sea.gob.cl). 此外，智利环保部还建立了登记和分析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的电

子数据库 (Registro de Emisiones y Transferencia de Contaminantes – RETC) ，数据信息的来源

是企业按照法律要求进行的申报。此类信息是出于环境管理的目的进行分析和披露的

（http://www.retc.cl/）。 

 

另一趋势则是针对违反环境法规而征收的罚款随着环境保护的加强而日益增加

（Kadas and Fraker, 2014）；此外，环境法规相关的刑事责任也开始在有关立法

中出现。大多数 LAC 国家在近 15 到 20 年间建立了集中的环境管理机构（如环保

部）和卫生机构（卫生部），这些机构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法律和监督权利。这也是

支持 EHS合规性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  
 

LAC 国家已广泛加入国际环境健康安全公约。国际上也承认该地区高度的生物多

样性和文化价值，包括诸如巴西、墨西哥和秘鲁这样的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而这

些国家又同时拥有丰富的可开采自然资源（即矿产、油气、木材和农作物）和自然

资本，因此，从这些国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些国家需要特别

的保护。美洲开发银行所有成员国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UNFCCC,2014）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2015），体现了这些国家自然资源的脆弱和对之的依

赖。许多国家正处于就议定书内容调整法律法规的过程，但他们已经通过了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特定法律（如保护区、物种保护和贸易、生态系统保护、遗传物质保护）

（见附录 B 表 A-2）。大约有五分之一的 LAC 国家是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成员国

（签署国或非国家合作伙伴）（CCA，2015），大约有一半的国家签署了《水俣公

约》（UNEP，2015b）。几乎所有的加勒比海地区国家都是加勒比环境项目成员

国（UNEP，2015a）。南美洲环境控制和合规网络（South American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Compliance）包含四个成员国（智利、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和秘鲁），旨在提升区域环境保护及合规程度（OEFA，2014）。表 2 详细

列举了重要国际公约以及它们在 LAC国家中的采纳程度。 

表表表表 2 LAC签署的主要国际环境条约和公约签署的主要国际环境条约和公约签署的主要国际环境条约和公约签署的主要国际环境条约和公约  
环境公约环境公约环境公约环境公约 LAC签署国签署国签署国签署国 

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排放 33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

鲁佩、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33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



 

 7  

鲁佩、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 

32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

鲁佩、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海地 

巴塞尔公约：跨界危废运输与处

理的控制 

32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

鲁佩、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格林纳达 

国际防止轮船污染公约 
(MARPOL) 

29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

鲁佩、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海地、巴拉圭、格

林纳达、哥斯达黎加 

水俣公约：汞 19 个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

拉、圭亚那、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 

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 7 个国家，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墨西哥、

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 

湿地公约 28 个国家，除阿鲁巴、开曼群岛、多米尼加、法属圭

亚那、瓜达鲁佩、圭亚那、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

斯、海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 

国际劳工组织（ILO） 34 个国家，除开曼群岛、法属圭亚那、瓜达鲁佩、海

地、马提尼克、特克斯和凯科斯 

来源: 巴塞尔公约；CBD 2015;  CCA 2015; CITES n.d.; IMO 2015; UN FCC 2014. 

*包括 IDB的 26个 LAC成员国：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
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及
13个非 IDB成员国，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开曼群岛、多米尼加、古巴、法属圭亚那、格
林纳达、瓜达鲁佩、马提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克斯和凯科
斯 

 

劳动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面，南美的劳动法在近 20 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Haidar, 

2009），在过去的十年中劳动法的立法和监管在不断加强（见附录 B 表 A-2）。这

一趋势与环境法的强化齐头并进，同时，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际金融机构都倡导对员

工健康安全加强法律保护。 
 

所有加入美洲开发银行的 LAC国家都签署成为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员国，该

组织的目标是“在工作中倡导个人权益，鼓励透明的就业机会，加强社会保障以及

加强工作相关事宜的对话”（ILO 2015a）。大多数加入美洲开发银行的 LAC国家

已接受了有关强制劳动、结社自由、歧视和童工等全部八个基本合约，其余一些国

家也至少接受了其中七项
i
。然而，通用劳工审查、农业劳工审查、就业政策和第三

方征询的的管理公约还未被广泛签署，其中农业劳工审查（C129）获得的签署最少

(ILO, 2015e)。各国批准的技术合约的数量不一、差距较大
ii
 
iii
 (ILO, 2015c)。  

3.2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本部分将从宏观上介绍巴西、墨西哥和秘鲁三国的 EHS 机构和管理框架。选这三

个国家是因为中国在其境内的投资日益增长，且他们在 EHS 法规和透明度方面也

较为先进。下文描述了这些国家主要的 EHS 机构和管理框架以及一些常见实用问

                                                 
  

i
 在 LAC国家中，苏里南采用的基本公约数量最少的，只批准了其中的 5个。 

  
ii
 乌拉圭批准了 177个 ILO公约中的 98个。 

  
iii
 圣基茨和尼维斯批准的技术公约数量最少，仅有 177个中的 1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次之，为 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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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许可证、气体和污水排放、废弃物、污染场地、职业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卫生

等i。附录 B 摘录了这些国家与 EHS 相关的机构和法规。此外还比较了其与中国的

法规和许可流程的异同点。  

•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 巴西的法律分为联邦/国家和州这两个层面。巴西宪法规定如果联邦法
律缺乏某法律，州政府可以全权立法。巴西环境和自然资源协会（IBAMA）

负责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审批发放环境许可证，管控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进行

环境检查。州立环境监管机构对州内的环境事务具有裁判权。联邦机构如

IBAMA 和 ICMBio 也是完善的活跃的监管机构。国家环境委员会

（CONAMA）是国家环境体系（SISNAMA）的讨论和审议机关，制定经联

邦、州、地区和市政府授权，受 IBAMA 监督的污染活动所需遵循的标准和原

则。国家环境委员会还对油气行业进行专门强制性审核，其他行业则不必进行

内部或独立审核。在强制审核方面，某几个州（如巴拉那和里约热内卢）已经

立法规定了强制性审核。 

•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 《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通用法》（LGEEPA 1988）是主要环境法律。
国会通过该法案向联邦、州和市政府确认各自职责，确立环境法规的总政策以

及基本的环境法律。国际条约或贸易协定也是环境立法的来源之一。这些条约

影响了整个环境体制并且提供了强化环境立法的有效工具。环境和自然资源秘

书处（SEMARNAT）是在联邦层面颁布和执行环境法规的主要政府机构。环

境法的执行办法则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发布。这些法规涵盖了危险废物、水、环

境审查、废气排放、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等。州和市级单位也发布其所辖范

围内的环境法规。墨西哥官方标准（NOM）是由权威行政机构发布的技术标

准。这一标准确立了适用于任何产品、过程、设施、系统、行为、服务或生产

方式的标准、数值和特性。NOM 确定了大气、水和土壤中污染物的最大允许

污染值，同样也列出了所有危险废物、物质以及珍稀物种。此外，墨西哥还有

一系列推荐标准（Mexican Norms），主要提供技术指引和标准。 

•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 秘鲁总领环保事务的部门为环保部（MINAM），负责协调不同部门和
地区政府（即州政府）实施国家环境政策。MINAM 内部的环境评估和监管室

（OEFA）对所有项目起到了监督和监管的作用。卫生部（MINSAL）有两个

相关分支机构：公共卫生部门和环境卫生部门（其中包含职业卫生部门）。除

了总的 EHS 架构，EHS 法规和管理是分行业的。具体法规制定者一般都是各

个部（如能源与采矿、交通运输、农业等）属下负责环境事务的部门，他们制

定相关法规来规范他们行业中的下属企业和项目的 EHS 问题，其中就包括了

环评的许可。除此之外，一些 EHS 法规适用于不同行业，如一些涉及到用水、

水质、林木砍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殊许可证等。市政方面的法规主要与区

域规划和废弃物管理相关。法规制定者着眼于促进项目环境守法，尤其是那些

有投资方或赞助方的大型项目。豁免权或改正措施可根据通用环境法（GEL）

针对某公司或个体实施。.  

框框框框 5 中国机构和法规框架中国机构和法规框架中国机构和法规框架中国机构和法规框架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许多政府机关（部、委员会等）隶属国务院并被授权对整个国家相关事务进行综合管
理。部和国家级别的委员会将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省级和当地的相关部门。省级的 EHS 法规

（如特殊许可要求、排放限值等）与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严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NDRC）和地方发改委负责项目整体批复。环保部（MEP）负责环

境影响评价和环保设备验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SAWS）负责职业病危害和安全

预评价批复及竣工验收审核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OHRSS）负责工伤保险。卫

生部颁布了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负责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和程序的制定和实施。

公共安全部负责消防设计审批和消防设备竣工验收。水利部负责审批取水许可证和水土保

                                                 
  i 资料大都参考www.uspracticallaw.com 且与内部专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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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方案。国土资源部负责用地许可。国家林业局负责审核林地使用。所有国家级别的委员

会、部门和行政单位都在省内和地方设有下级机构，有权许可不同规模项目，并且负责实

施国家和地方要求。 

 

这三个国家均需要环境影响评价（EIA）或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来评价项

目的环境及社会影响；EIA 构成了项目许可的基础，配套的相关法规规定了何种项

目类型和规模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Tiffer-Sotomayer, 2015）。一般来看，项目

的影响程度决定了环境许可的类别和要求。在大部分国家，健康和安全的影响被列

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中，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文本占据了总

体风险评估的一部分。 
 

用工和工作条件问题不作为环评工作的一部分，由相关部门另行监管。此外，根据

项目的行业类型、位置和规模，可能需要其它 EHS 许可。这些许可包括自然资源

利用和开采、土地使用类型变更、水道施工、废气废水排放、废弃物处理、材料的

获得使用和处理、砍伐树木以及靠近敏感地带（保护区、原住民聚集区）i施工等。

根据项目行业类型和规模的不同，相关许可在中央、州、地方不同级别审批和管理。

一般来说，EHS 许可证的申请流程各个国家都有不同但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Kadas and Fraker, 2014）。 
 

环境许可的持有者是项目业主，其负责项目遵守 EHS 法规和许可证中的条款。在

大多数情况下，施工开始后，通过 EPC 合同约定，许可证由项目业主移交给 EPC

承包商，EPC 承包商随后负责遵守和执行许可证的各项条款和承诺，但许可证仍由

业主持有并负法律责任。EPC 承包商通过方案制定来执行 EHS 要求，业主负责监

督、监察和批准。 
 

上述三个国家的环境和劳动安全部门均配备了专门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包括巴西的

环境和再生自然资源机构（IBAMA），墨西哥的联邦环保检察署（PROFEPA），

以及秘鲁的环境评价和审核机构（OEFA）。 
 

•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 因为多个公共政府部门对环境事物均有管辖权，环境许可证流程同时受到
行业规定和地方（州、市）法规的约束。当环境影响仅局限于州内时，州政府对

项目许可有审批权；当环境影响超出州界时，联邦政府负责项目审批。此外，市

级部门的审批权限为影响仅限于局地的项目。除联邦政府制定的通用指南外，每

个州都有权调整其州内环境许可证申请流程。对于与项目主体相关的，可能产生

不同影响的其它活动，环境法规可能要求其完成单独的许可。举例来讲，这可能

包括林木砍伐许可、废弃物运输许可等。一些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需要

通过环境评价 EIA 和相关的环境影响声明（Relatório de Impacto Ambiental - 

RIMA）。EIA和 RIMA需提交相关机构审核通过。 

•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 在联邦层面，当项目可能产生环境风险或位于环境敏感区，且需要环保
部（SEMARNAT）审批时，项目就会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是综合环境

许可证（LAU）取证流程的一个步骤，该许可证将包含所有联邦监管的大气、

水和危险废物排放源。州级立法机构负责审理未纳入联邦环评审批的项目。尽管

这类项目不受环保部管辖，EIA仍是它们取得当地环境许可证的前提条件。虽然

有一部分州有自己的综合环境许可证（LAU），但是也有一些州没有实施综合

环境许可制度，因此需要获取单项的环境许可和批复。根据项目所在地市级法规

要求和项目环境敏感性，某些情况下，项目还需取得市级的许可证。 

                                                 

  i 不包括社会和文化遗产方面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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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 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公共或私人投资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且由
相关的行业机构审批通过。根据项目的不同环境风险级别，项目被分成 I 级，II

级和 III级，分别需要完成环境影响声明（Declaración de Impacto Ambiental – 

DIA）、简明环境影响评价（EIAsd）和全面环境影响评价（EIAd）。此外，项

目业主必须向相关机构申请某些特殊业务的许可证（如森林砍伐、开采矿石、用

水许可、文化遗产许可等）。OEFA 对不同政府部门审批通过的 EIA 起到监督

作用。30327号法令 （2015年 5月 21日）设立了国家环境认证和可持续投资服

务中心（National Service of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for Sustainable 

Investment (SENACE)）来推进一体化审批流程，III 级项目所需完成的各类许

可、批复，包括全面影响评价，都会被逐渐纳入到一体化的名为“全球环境认证”

的单一许可证中。但是，对于未纳入 30327号法令范围的许可，项目还需单独审

批。 

 

框框框框 6 中国的许可流程中国的许可流程中国的许可流程中国的许可流程 

中国项目的 EHS管理实施“三同时”制度，即项目的 EHS设施和管理需要与项目主体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的 EHS 评估，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消防设计需要在项目动工前完成并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复。根据项目

特点和所在区域，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获得批复前，项目可能需要完成一些特定的评

价，这些评价可以与环境影响评价同期开展，举例来讲，包括直接从环境取水的水资源论

证和在水土流失区域的水土保持方案等。 
 

在项目施工阶段，监管部门通过第三方监理，来确保项目的施工严格按照项目获批的设计

和评价进行。监管部门亦会对项目施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在项目施工结束正式投产之前，项目为试生产阶段，项目业主需要在试生产阶段完成各个

专业的三同时验收工作并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复。项目完成验收后，部分省份要求项目申请

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以便对项目运行进行后续的管理。 
 

一旦项目发生重大改扩建，项目业主需要完成改扩建三同时审批工作。 

 

表 3 介绍了重点关注国家和中国在 EHS 管理实践、立法和许可上的大致异同点。

附录 A提供了三个重点关注国家的详细信息，包括 EHS法规主管部门清单（表 A-

1）；主要机构、法规、许可要求摘要（表 A-2）以及一些主要 EHS 法规（表 A-3）  

框框框框 7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海外投资海外投资海外投资海外投资 EHS框架框架框架框架 

针对中国海外投资和国际承包，商务部和环保部联合颁布了《海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

南》，其中包含了对海外项目提出的通用 EHS建议，《指南》的基本理念是根据当地法

律法规完成要求的 EHS和社会评价以及许可流程，并且鼓励投资者采纳国际组织和金融

机构倡导的良好国际实践。《指南》还鼓励对兼并重组行为进行尽职调查。中国国际承包

商协会还发布了一部《中国国际承包商社会责任指南》（2012），其中详细介绍了在国外

处理环境健康安全社会社区问题的推荐方式方法。《指南》旨在反映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和 ISO26000指南中社会责任方面的通用原则和实践。它还摘录并整理了近年来的良好行

业实践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国际承包行业对社会责任上取得的共识。 
 

中国近年来在利用绿色金融来保障可持续发展有了新举措。中国银行协会在 2014年 11月

设立了绿色金融委员会来提升国内银行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上的能力和承诺，并逐渐

向国际标准和实践靠拢。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国内银行采用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政

策与管理体系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和企业进行资金扶助。 
 

其他相关指南和要求在附录 C中一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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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LAC地区重点关注国家和中国地区重点关注国家和中国地区重点关注国家和中国地区重点关注国家和中国 EHS法规结构的主要特征法规结构的主要特征法规结构的主要特征法规结构的主要特征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中央（联邦）级别环境部门或秘书处 � � � � 

地方环保部门 �   � 

关注环境特别领域的子部门（如水和森林） � � � � 

特定行业的政府机关或部门（如矿业和能源） �  � � 

执行机构 � � � � 

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总的国家环境政策 � � � � 

排放限值和控制手段 � � � � 

环境标准参数（如水质，空气质量，土壤质量） � � � � 

行业特定的环境法规 � � � � 

国家废弃物政策（液体、固体、有害） � � � � 

国家保护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 � � �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中提出的要求  � � � � 

水质法 � � � � 

许可证许可证许可证许可证 
核心环境许可流程（如 EIA） � � � � 

行业特定可证（如用水、砍伐、排污、废弃物管理和处理、采石场等）  � � � � 

 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OHS））））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中央级别的劳动法部门或秘书处 � � � � 

地方 OHS部门    � 

关注劳动特别领域的子部门（职工健康） � � � � 

特定行业的政府机关或部门（如矿业和能源） �  �  

执行机关 � � � � 

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OHS的国家法律  � � � 

行业特定的 OHS法规和标准 � � � � 

职工权益法 �  � � 

职工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准则 � � � � 

 社区健康和安全社区健康和安全社区健康和安全社区健康和安全 （（（（CHS））））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中央健康安全法规部门或秘书处 � � � � 

关注 CHS特别领域的子部门（如社区健康） � � �  

特定行业的政府部门（如矿业和能源）     

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CHS的国家政策 �  �  

环境质量影响社区健康安全的法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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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国际良好环境健康安全国际良好环境健康安全国际良好环境健康安全国际良好环境健康安全（（（（EHS））））管理标准与实践回顾管理标准与实践回顾管理标准与实践回顾管理标准与实践回顾 

本章为国际上的良好实践的实用综述，这些良好实践来自美洲开发银行环境与社会

保障标准、世界银行集团环境健康安全（EHS）指南，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以

及其他国际和中国的资源（见附录 C）。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OHS）、社区健康和安全。本章重点

关注以下领域的施工阶段：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农业、基础设施。各部分均包

含风险和影响控制的原则，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关键风险和影响，以及缓解措施最佳

实践的描述。案例研究部分则提供具体经验、挑战和机遇的实例。 
 

充分有效管理和控制风险和影响的第一步是风险和影响的识别分析。风险和影响的

识别评估一般发生在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阶段，受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约束

（见第三章），一般与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同期开展。最佳实践要求风险和影响
识别应在项目周期内尽早完成，从而在项目进行选址、设计、工程、审批和许可时，

可以采取必要的控制和管理措施。 
 

控制措施应纳入计划 – 执行 - 检查 – 纠正（PDCA）管理体系构架。本文第五章会

对管理体系进行深入的讨论，管理体系至少应当致力于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并反映

项目业主和承包商的参与和责任。国际最佳实践表明，一个管理系统内的具体措施

应遵循如下控制措施优先级，如图 1所示。 

图图图图 1 控制措施优先级控制措施优先级控制措施优先级控制措施优先级 

 
 资料来源：改编自 OSHA  

 

这些措施应对风险的有效性各不相同： 

• 避免和减少避免和减少避免和减少避免和减少：：：：通过取消或者替换存在风险的项目组成部分，或者在项目设计、

施工、运行中增加控制措施来改变项目实现影响的避免和预防。 

• 缓解缓解缓解缓解：：：：包括为减少和永久控制影响而实行的其他非工程或设计的措施（例如用

于控制噪声污染的声屏障）。 

• 监测和调整监测和调整监测和调整监测和调整：：：：包括不间断过程来跟踪和验证先前的措施有效的达到既定控制目

标，并识别出需要进行的调整以进一步减轻影响。 
 

此技术指引主要侧重于通过管理和行政控制来避免、减少、缓解和监控风险。附录
C 提供了参考和资源清单，包括中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关环境健

康安全（EHS）实践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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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框框 8   环境健康安全环境健康安全环境健康安全环境健康安全 EHS以及社会以及社会以及社会以及社会/社区管理标准社区管理标准社区管理标准社区管理标准：：：：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与与与与国际国际国际国际的比较的比较的比较的比较 

中国的环境健康安全（EHS）法规和标准通常与国际标准和指导准则遵循相同的原则（如

中国的指导原则经常参考 ASTM 和 ISO 标准），并采用“尽可能避免，缓解，监控和调

整”的层次结构。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安全在项目的设计阶段即进行考虑，通过完成环

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职业病危害评价、水土保持方案、水资源论证等具体的评估来识

别控制措施和制定管理方案。通过遵守国家法律标准，项目可以部分符合一般的国际标准

（例如国际金融公司 EHS 指南等）。但是，尚未实现以综合一体化的评价形式对项目整

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安全、健康和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并完成后续的管理方案。 
 

中国对于社会管理和社区管理的监管要求都相对较弱，仅有涉及诸如“避免干扰社区”，

“安全距离”和“公示”的一般原则。中国标准与国际实践之间的主要差距包括： 

• 社会影响评价; 

• 自由的、事先的、知情的同意（土著居民）; 

• 社区投诉机制; 

• 社区干扰、安全、安保和应急预案。 
 

近年来，中国法律已经更加注重社会和社区管理并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2015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2013 年），以及《重大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和社区管理标准将会逐步更加符合国

际最佳实践。 

4.1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环境风险和影响始终存在于项目施工阶段，尤其在采矿、油气、基建行业，其中包

括水和能源的供应、对大气和水体的排放、废弃物产生、水土流失和污染、危险废

物管理、对水生和陆生生境的影响等问题。环境风险并非无法解决，但如果处理不

当的话会存在较大风险，例如影响项目进度、盈利和声誉。  
 

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操作手册》（2014）指出通过管控

环境风险和影响可以带来收益，这包括： 

• 有效节约能源和材料可以降低施工成本 
• 管理地表径流来防止腐蚀以避免工期延迟和罚款  
• 回收建筑垃圾可减少不断增长的垃圾填埋费或其他处理费用 
 

施工期间管控环境风险和影响同样有助于：法规和合同条款的合规性；最小化扰动

区域；最小化用水和水处理成本；避免噪声和振动侵扰；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

保护生物多样性；最小化废弃物处理费用；避免土壤地下水污染责任和治理费用；

避免施工中的罚款和延期；保护员工的健康安全、降低诉讼成本、防止停工，以及

保护社区避免伤害。此外，还显著避免对附近社区自然资源的影响从而预防社会矛

盾。  
 

环境管理方面的案例分享详见附录 A。 
 

4.1.1 水土流失和泥沙控制水土流失和泥沙控制水土流失和泥沙控制水土流失和泥沙控制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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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是由于各种人为和自然驱动因素（诸如砍伐森林、土方工程、风、雨、雪、河

流流量）引起的不稳定和泥沙流失，从而导致粗细泥沙颗粒流动并且被输送到较低

区域。沉积物因其自身物理和化学特性（例如，浑浊度增加）可成为严重的污染物，

并可能携带如杀虫剂和微量金属等其它污染物。泥沙迁移会影响受纳水体的水质，

坡下区域的植被群落和生态系统。施工阶段，由于植被被清除，表层和下层土壤暴

露，最有可能发生水土流失。表 4-1列出项目作业的概要及其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国际良好做法通常涵盖侵蚀（源）控制和砂土迁移（迁移）的控制措施。 

表表表表 4-1 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的风险和影响的风险和影响的风险和影响的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 土地/植被清理 

• 表层土移除  

• 在修建道路、管线或其他线性元件时

的推土、压路、挖掘等 

• 河流改道（临时或永久） 

• 越野驾驶 

• 爆破 

• 增大水土流失 

• 砂土迁移 

• 土壤流失 

• 不稳定和沉降引起山体滑坡和地陷 

• 河床冲刷 

• 下游水体水质变化 

• 侵扰坡下区域植被生境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缓解缓解缓解、、、、监测监测监测监测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水土流失和砂土迁移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植被清除仅限定在许可区域。清楚标识许可区域的界限来避免影响其他区域并
且根据施工日程进行植被清理来最小化土壤暴露。  

• 尽可能避免在大雨或大风时进行土方工程，尤其是在陡坡地区。 
• 保证陡坡坡度维持合理的地质稳定性以防止水土流失。必要的情况下考虑建设
多级边坡防止水土流失。 

• 避免将永久或临时项目设施建在水体上或其附近（如河流、溪流、泉水、湖泊
和池塘）。  

• 设计实施水土保持设施来避免源头暴露，包括暴露土壤表面稳定化构建（如护
根、隔泥网膜、水利播种）、挡风板、河岸或溪岸上的石基、梯田、排水系统

和导流构建等。设计此类设施时考虑水利条件，设计标准为临时设施承受 25

年一遇 24小时最大水量，永久设施承受 100年一遇 24小时最大水量）。 

• 当施工场地靠近水体或者涉及河流导流时，设计足够的河堤和能量吸收设施
（如石堆）。 

缓解 

• 建立并实施水土流失和砂土控制方案。 
• 建立并实施一个大规模水土流失（如山体滑坡、地表沉降）的应急预案。 
• 对水土流失和砂土控制设施进行持续的维护。 
• 向所有施工人员不断地提供有关水土流失和砂土控制措施和方案的培训。 
• 如水土流失无可避免，设计实施砂土控制设施来最小化砂土迁移，如：拦沙网，
沉淀池、拦砂坝。同样也要考虑当地水利条件来进行设计（同上）。  

• 为减少土壤暴露时间，如将来在该土地上再无施工行为，尽快的进行植被恢复
和稳定土壤扰动。 

• 充分保存表层土用来进行植被恢复。根据现有地形信息替换表层土壤，通过边
坡分层和保证合理坡度来保证适当排水。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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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坡度、地质稳定性、水土流失和砂土控制设施进行检查和监控。 
• 检测下游水体水质，特别是混浊度和悬浮物。 
• 对植被恢复后的区域进行监测，包括植被覆盖度、密度、本土植物的种群丰富
程度。 

4.1.2 用水和水质用水和水质用水和水质用水和水质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施工行为会极大影响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的水量和水质。施工期常常需要从就近水源

取水，这会影响到下游水体水量和附近的用水者取水。水土流失和泥沙进入附近水

域会影响水质，尤其是悬浮物污染以及水土流失夹带的杀虫剂和痕量金属污染。施

工期使用的危险物质、产生的废水和废弃物有可能造成水体污染。水体中建设构筑

物或者改变水体流向可能导致河床物质流失，对下游水质造成暂时性的影响，从而

影响水生生境。表 4-2列出了项目作业的概要及其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表表表表 4-2 用水和水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用水和水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用水和水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用水和水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影响地表水的作业有：  

• 植被清理和土方工程 

• 施工抽取地表水 

• 在水中或河床上建设构筑物（如桥

梁堤坝等），建设导流设施 

• 污水排放（生活、生产） 

• 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运输和处理 

地表水： 

• 地表排水情况变化 

• 水流和下游可用水量变化 

• 地表水水质变化 

• 跑冒滴漏引起的污染 

影响地下水的作业有： 

• 将土地转变为不可渗透区域 

• 施工抽取地下水 

• 钻井和挖掘 

• 污水向地下水排放 

• 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运输和处理 

地下水： 

• 地下水补充减少 

• 地下水含水层降低 

• 地下水水质变化 

• 含水层相互作用和渗透造成的污染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缓解缓解缓解、、、、监测用水和水质的良好实践监测用水和水质的良好实践监测用水和水质的良好实践监测用水和水质的良好实践 

 

采用在 4.1.1  4.1.5  4.1.6节所提到的方法。此外： 

尽可能避免 

• 在确定取水水源时，考虑水利和水文地质条件和已有的用水（如社区家用、灌
溉、生态系统）。  

• 如果当地水资源紧张，评估其它水源的可行性。 
• 合理的设计和建造污水处理设施，以处理污水中存在的污染物。 
• 在排放到水体中之前，处理污水使其达到东道国和国际相关行业标准。考虑处
理能力、水质、受纳水体以及是否有敏感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 

• 将雨水与污水分开以减少处理量。  
• 将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分开处理因为处理技术在复杂程度、工艺和成本上均有
不同。 

• 避免地表径流和潜在污染源和废石接触，尤其是可能会产生酸性排放的废石。 
• 初期雨水（至少降雨开始后 20分钟内）进行收集经过过滤沉降后再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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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用水效率节约用水：减少用水和污水的产生，回收污水并且利用未受污染
的地表径流作为施工用水和进行地下水补给。  

• 尽可能在旱季进行在水中的施工。对施工部分进行恰当的隔离，防止沉积物与
流水的接触。 

• 避免将永久或临时项目设施建在水文地形上或附近（如河流、溪流、泉水、湖
泊和池塘）。  

• 在钻井或测井的时候，识别含水层位置和状况并使用生物可降解（环境友好的）
的添加剂 。 

• 通过管理在海岸边抽取地下水的行为来防止盐分侵入（如盐水和淡水混合） 

缓解 

• 向员工提供充足的移动式或永久性清洁设施。  
• 制订并实施泄漏应急预案。 
• 定期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水资源管理措施培训。 
• 一经发现，立即停止向水体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排放。 

监测 

• 持续监控项目地区上游和下游流量及施工水源，将结果与本底流量进行比较。 
• 持续监控项目地区上游和下游水质，将结果与本底水质进行比较。 
• 对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进行监测，并与当地和国际标准比较。 
• 必要时，安装地下水监测井，持续监控可能受到施工影响的地下水含水层的水
位和水质。 

• 对与水体直接相关的构筑物进行监测，如河流穿越、桥梁、虹吸管、涵洞、排
放点、导流设施等。 

• 制定和执行申诉机制来收集和解决周边受影响社区的投诉。 

4.1.3 噪声和振动噪声和振动噪声和振动噪声和振动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施工活动，包括打桩、爆破、掘进、推土、挖掘、混凝土搅拌、发电、吊装等，以

及设备、物料以及人员的运输均会产生噪声和振动。噪声和振动对员工健康和社区

健康的影响分别在 4.2节和 4.3节进行介绍。 

表表表表 4-3 噪声噪声噪声噪声和振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和振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和振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和振动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引起噪声和振动的作业： 

• 土木工程 
• 土方工程  
• 植被清理和移除  
• 爆破 
• 挖掘隧道/钻探 
• 打桩 
• 设备运行 
• 设备运输和安装 
• 车辆交通 

• 环境噪声的增加对工人和周边社区均是风险，可能被周边

社区视为公害而引起社会矛盾，亦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

负面影响。 

• 振动可能对既有设施产生影响，可能破坏其稳定性，并对

工人和社区健康产生危害。 

• 以下情况也可能增加或降低潜在影响： 

o 车辆和设备维护以及运行速度 
o 夜间行为，尤其是爆破和打桩 
o 在不利的大气条件下（如低层逆温）进行的作业，尤
其是爆破 

o 选用不恰当的设备选型和工程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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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缓解缓解缓解、、、、监测噪声和振动的良好实践监测噪声和振动的良好实践监测噪声和振动的良好实践监测噪声和振动的良好实践 

 

噪声控制应采取源头控制从而达到在敏感受体（如居民区）处噪声级达标（见表 4-

4）。当项目区域内的环境本底噪声（通过现状监测获得）已经超标时，项目活动

对距离其最近敏感点造成的噪声增加值不得超过 3dBA。 

表表表表 4-4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的最大噪声级的最大噪声级的最大噪声级的最大噪声级 (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一小时 Leq, dBA) 

受体受体受体受体 日间日间日间日间 夜间夜间夜间夜间 

居民区、机关事业单位、教育机构 55 45 

工商业 70 70 

来源：世界银行，通用 EHS指南（2007）  

避免和最小化 

• 将项目设在离受体尽可能远的地方并且利用地形来尽可能地阻隔噪音。 
• 将作业移至次敏感区域，在需要的情况下利用距离和防护装置来减小噪音。 
• 选择一条避开敏感点的运输线路 
• 挑选噪音等级尽可能小的设备，如选用电动马达而不是柴油引擎。 
• 装配风扇消音器、在排气装置和压缩机上装配消音器，噪音大的设备设置隔声
罩和噪声障碍物 。 

缓解 

• 所有的重型设备和机械都要制定和实施预防性维护。 
• 培训员工合理操作车辆和施工设备，尽量减少怠速空转。 
• 制定并实施噪声和振动管理方案。 
• 针对飞过项目区域的飞行器，计划其飞行路线、时间和海拔高度。 

监测 

• 由专业人员建立项目区域噪声模型来研究项目影响。 
• 监测环境噪声和关键敏感点附近项目活动的噪声。使用噪声监测仪来连续或累
计记录 48小时的数据（涵盖工作日和周末节假日）。装置需要安装在距离地

面 1.5米高度，且距离任何反射面（如墙）至少 3米的地方。 

• 在需要且可能的情况下，根据所监测的噪声种类，由噪声专家建立声学指标。 
• 制定和执行申诉机制来收集和解决周边受影响社区的投诉。 

4.1.4 粉尘和空气质量粉尘和空气质量粉尘和空气质量粉尘和空气质量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包括施工营地、进场道路和维护道路）会产生临时

性的粉尘和燃料燃烧排放。这些排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地的、区域的、跨

区域的）。其中最需关注的是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对人

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这类大气污染物能使叶片气孔（对植物起保护作用）闭塞，对

动物产生干扰，并间接的造成土壤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因其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是一种跨区域的风险 (i)。表 4-5总结了排放空气污染物和粉尘的作业。 

                                                 
(i)温室气体排放在此不详细展开。根据行业良好实践，在施工或运行期间预计年产 25000吨以上二氧化碳当量

（CO2e）的项目需计算厂界内所有设施的直接排放量以及供项目使用的能源生产中 CO2的间接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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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5 粉尘和空气质量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粉尘和空气质量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粉尘和空气质量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粉尘和空气质量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燃料燃烧排放来自于道路和非道路压燃式发动机的

废气排放。燃料燃烧的来源有： 

• 道路车辆 
• 施工设备 
• 发电机 
• 压缩机 
• 表层土扰动、爆破以及松散材料运输 

• 职工、周边社区和动物的呼吸系
统感染疾病 

•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 

粉尘排放取决于施工类型、土壤类型、土壤湿度、

风速、降水频率、车辆交通强度、车辆种类，以及

道路特征等。干旱时期、土质细密的区域的粉尘排

放会更加严重。 

• 车辆驶过没有铺的道路或从其轮毂和货舱排放粉
尘。 

• 从水泥混合厂、采石场、堆土场产生的粉尘。 

• 职工、周边社区和动物的呼吸系
统感染疾病 

• 对员工和周边社区的健康和福祉
造成影响 

• 由于粉尘飞扬造成空气质量变差
和能见度降低 

• 植被叶片气孔闭塞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缓解缓解缓解、、、、监测粉尘和空气质量的良好实践监测粉尘和空气质量的良好实践监测粉尘和空气质量的良好实践监测粉尘和空气质量的良好实践 

尽可能避免  

• 干燥和大风天气时，暂停可能产生粉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 识别和避免所有非必要的设备和机械移动。 
• 设计施工车辆运输路径和中转存储区域，以求最大化效率和最小化运输距离。 
• 避免多个转运点，尽量将工作集中在一个位置，以便有效地管理。 
•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预制的集料，而不是沙子或砂砾。 
• 避免在建筑工地焚烧非植被废弃物。 
• 禁止在指定区域以外进行越野驾驶，并对所有车辆设置限速。 
• 对所有车辆装载的物料进行覆盖，并使用封闭的输送机和皮带运输来代替卡车
运输物料。 

• 为产生大量粉尘排放（如粉碎）的作业安装隔尘网。 
• 对物料堆、工作区、道路进行湿润、喷水（水源充足时），或表面处理（例如
氯化钙）。 

• 按照 4.1.1节的控制措施防止风蚀和粉尘再悬浮。 
• 选择高效的设备和机械（例如燃烧引擎）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 计算施工期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 25000吨/年二氧化碳
当量，考虑替代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缓解 

• 根据厂家说明书定期维护所有的重型施工设备、机械和轻型车辆，控制大气排
放。 

• 已完成工作区域的裸露地面即时进行植被恢复防止扬尘。 
• 培训员工合理操作车辆和施工设备，尽量减少怠速空转。 

监测  

• 在当地或者国际法规有要求并且技术可行时，需在距离最近的人类敏感点进行
空气质量监测。监测因子包括 PM10、PM2.5、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

碳和挥发性有机物（VOC）。 

• 在距离最近的生态敏感点监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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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正进行的作业区、干开挖点、物料堆、物料转运点定期进行粉尘排放的
目视检查。 

• 对工作面和道路抑尘剂的使用进行监测。 
• 如果温室气体排放超过 25000吨/年，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计算。 

4.1.5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固体废物是指通过处理、回收、燃烧或焚化方式处理的任何固体材料。本节分为三

个部分：首先探讨废物管理的一般原则；接着第 4.1.5.2小节中对固体废物的具体实

践进行了讨论；有害废物的具体实践在第 4.1.5.3小节阐述。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表表表表 4-6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的的的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 临时设施施工 
• 设备和物料的包装 
• 临时生活设施的使用，如厨房、住宿
区、办公室、维修区等 

• 土壤和水资源污染 
• 施工区域视觉影响 
• 通过媒介传播的疾病 
• 人体健康影响 
• 周边区域气味污染 
• 非必要的超负荷填埋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废物的良好实践废物的良好实践废物的良好实践废物的良好实践 

 

表 4-7总结了一些固体废物和有害废物皆适用的废物管理原则。 

表表表表 4-7 固体废物和固体废物和固体废物和固体废物和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的的的的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 

共同方法： 

• 制订废弃物管理层级和有限次序 

• 从源头处尽可能减少废物，控制物料和其它物品的采购 

• 废弃物分类收集：大类（固废与危废）和子类（例如塑料与金属废料） 

• 标识收集和贮存设施 

• 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利用，与回收利用承包商签订合同 

• 按照当地法规要求运输和在恰当的设施处置废弃物 

• 向相关人员提供废弃物从产生至最终处置的培训 

特异方法: 

• 回收 

• 回用 

• 市政填埋场或有资质的填

埋场填埋 

特殊方法: 

• 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标记 

• 提供充足的暂存设施 

• 为相关人员提供危险废物相关培训 

• 使用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和运输 

• 在有资质的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 

4.1.5.14.1.5.14.1.5.14.1.5.1 通用原则通用原则通用原则通用原则        

避免和最小化 

• 建立考虑以下因素的废物管理等级体系：预防，减少，重复利用，恢复，回收，
清除以及废物处理。 

• 明确废物来源，收集废物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对废弃物的产生设置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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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替换投入的原材料防止废物产生；优先选择原料利用效率高的制造工艺；
采用良好的实践以避免产生过期或过剩的原料。 

• 选择废物管理和包装表现良好的供应商。 
• 禁止现场焚烧废弃物料。 

缓解 

• 依照废物类别为废物贮存容器和地点设置清晰的标签。废物容器应适当，以避
免溢出和泄漏。用于贮存的桶、箱、容器和垃圾箱的选择应该基于废物的需求，

采取防止野生动物的措施（钢或加厚塑料容器），以及运输要求（汽车，叉

车）。如果有必要需要提供二次围堰。 

• 防止开放区域废物堆放引起的径流污染。 
• 分类存放废物防止交叉污染。 
• 使用适当的设备和车辆或者通过经认证的第三方来运输和处理废物。 
• 在场内或者场外专门的场所或者设施，如批准的填埋场、焚烧炉、降解设施等
处理废弃物。 

• 培训工人转移和处理废物的正确措施 。 
• 定期从暂存设施清理废物。 

监测 

• 进行废物登记以记录废物产生的数量、地点、贮存时间、风险类别（危险或无
害）、处置方法、承包商和供应商的详细资料，以及回收再循环的数量和送往

垃圾填埋场的数量。物料消耗的减少量（通过废物最少化举措而产生）也应被

记录。 

• 留存废弃物交与回收商或者在有资质第三方进行处置的收据、转运联单或其它
类型的确认文件。 

4.1.5.24.1.5.24.1.5.24.1.5.2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固体废物    
 

固体无害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施工活动或工人营地产生的废弃物。表 4-8列举了废

物种类及其相应的的典型处理途径。废水和危险废物将在第 4.1.2节和第 4.1.5.3节

分别介绍。 

表表表表 4-8 固体废物种类固体废物种类固体废物种类固体废物种类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处理处理处理处理途径途径途径途径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 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处理途径处理途径处理途径处理途径 
工业 木材/木料，金属废料，混

凝土，油桶，未污染的土

壤，泥浆，岩石/石（包括
源自于挖掘、清淤、疏

浚、挖掘隧道） 

• 回收：金属废料，塑料 
• 垃圾填埋：混凝土，未污染的土壤，泥浆 
• 重复利用：油桶，木材，金属废料，未污
染的水 

生活 纸，塑料，玻璃，易拉

罐，包装和食品废弃物 
• 回收：纸张，塑料，玻璃，易拉罐，包装 
• 垃圾填埋场：食品废弃物 

 

避免和减少 

请参考 4.1.5.1节中探讨的一般措施。 

 

缓解 

• 明确并优先采购可重复使用或循环利用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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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利用任何可回收的、实用的废弃物材料。 

• 咨询当地社区可回收物料的需求情况，如塑料、玻璃、废金属、纸板和木材，
这些有可能在当地具备利用价值。 

• 向回收再循环中心运输之前，收集和整理所有回收物到独立的不同颜色的并有
清晰标示的桶中或密封工具中。 

• 一些废弃物可通过焚化而被当作能源回收。禁止现场焚烧废弃物。 

 

监测 

 

请参考 4.1.5.1节中探讨的一般措施。 

4.1.5.34.1.5.34.1.5.34.1.5.3 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危险废物    
 

危险废弃物具有如易燃性，腐蚀性，反应活性，毒性，或其他物理，化学和生物特

性（见表 4-9），如果管理不当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危害。  

表表表表 4-9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及其推荐处理处理处理处理途径途径途径途径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废物种类 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典型废物处理途径处理途径处理途径处理途径 
工业 燃料、油、溶剂、油

漆、用完的的油/化学
品容器、含有石棉的材

料（ACM）、含多氯
联苯（PCB）油类（通
常在变压器中），受污

染的水 

• 再循环：汽车电池 
• 重复利用：轮胎 
• 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燃料、油、油漆、使用过的
油/化学品/杀虫剂容器、受污染的土壤/泥浆/

水，含有石棉的材料（ACM）、多氯联苯 

生活 电池、打印机油墨和调

色剂、清洁产品、油

漆、荧光灯 

• 回收：电池，硒鼓 
• 垃圾填埋：荧光灯 
• 危险废物处理设施：油漆和清洁产品 

医疗和

实验室 
绷带、急救材料和用

品、使用过的化学品、

不可燃废物如尖锐物品

（例如针头和注射器） 

• 医疗废物处理设施：在被取出和运输到经批准的
垃圾填埋设施之前，将绷带、急救材料和用品、

尖锐物品暂时保存在适当的医疗容器中。 

• 垃圾填埋：使用过的化学物品如碘和过氧化氢 

 

尽可能避免 

• 避免使用在国际上禁止或逐步淘汰的材料，包括对活体生物具有高毒性的、环
境影响持久的、具有生物累积潜力的和臭氧层破坏潜力的材料。 

• 在可能的情况下替换有害物质为无害物质。 
 

缓解 

• 如果危险废物的产生无法避免但已经被最小化，尽可能重复利用废物（如废
油）。 

• 如果废物不能被重复利用（如电池），在可能的情况下由有资质的承包商对其
进行回收。 

• 培训工人转移和搬运危险材料以及处理泄漏的正确措施，包括劳保用品的使用。 
• 依据废物的化学相容性进行标注和存储。 
• 挥发性废物贮存在宽敞并通风良好的地方。 
• 废物贮存区域仅限具备资格且获得授权的人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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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提供国际条约约定的标识，并提供恰当的二次
围堰、遮盖和门锁。 

• 应在设施地图/平面图上标记出贮存区域。建立危险废物贮存区的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 

• 提供泄漏清理设备和灭火设备以及相关人员培训。 
• 将医疗废物按尖锐器和非尖锐器进行分隔。 
• 使用有盖的容器存储生物危害废物，容器需可以完全容纳废物并防液体渗漏。
使用颜色或文字对容器进行标识。在搬运、处理、运输和邮寄时封闭容器防止

泄漏或伸出。 

• 禁止将液体废弃物通过实验室下水系统排放。培训相关人员合理的处理液体废
物和暂存设施的使用。 

• 施工营地和厨房的油脂需进行分离并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监测 
 

参见 4.1.5.1小节中讨论的通用措施。 

4.1.6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和地下水和地下水和地下水和地下水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由于有害物质、废弃物或废油泄漏而造成的土地和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

统都有害。当土壤中含有的有害物质或油类的浓度超过背景浓度时，土壤即遭到污

染。表 4-5总结了相关作业以及它们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表表表表 4-10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相关的风险和影响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项目作业 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潜在风险和影响 

• 有害物质处理 

• 加油和燃料运输 

• 有害物质、燃料和废弃物的储存 

• 杀虫剂过量使用 

• 事故泄漏排放 

• 通常情况下，这些情况是由于人为错误，

技术故障，设备老旧，维保缺陷、施工不

当或设施故障导致的。 

• 工人暴露于有害物质或蒸气中，引起

健康问题乃至死亡 

• 社区接触到有害物质或蒸气，引起健

康问题乃至死亡 

• 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土质和水资

源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发生改变 

• 修复责任 

• 土壤肥力损失 

以下情况需要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管理： 

• 挖掘和土建工程 

• 疏浚 

• 挖掘隧洞 

• 钻探 

• 工人暴露在有害物质或蒸气中 

• 土壤地下水污染的迁移 

 

土壤地下水污染需要考虑以下三种情形：避免可能引起污染的排放；对任何的泄漏

和排放进行管理和控制；对已存在污染的场地和设施及其治理责任进行管理。 
 

项目业主与承包商的合同应当涉及到环境破坏和污染场地治理责任的约定。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缓解和监测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和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的良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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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和最小化 

• 使用适当的储存罐贮存燃料。按照推荐的美国石油协会（API）标准 650准备
和安装储罐。 

• 对存储设备和设施开展预防性维护，如对储罐和管道进行水压试验。 
• 在储存和燃料传送区使用二次围堰，其容量至少是最大容量储罐的 110％，通
过坡度设置引导泄漏的液体至对其可进行收集和后续抽出处理的区域。所有的

设备必须有紧急停机装置。限制进入存储区域。 

• 将危险材料和燃料存储区域设置在远离生产区、人口密集的地区（尽可能）、
水体、易发生洪水的区域和车辆进出通道的区域。 

• 选择稳妥的路线和车辆来运送大量燃油和有害物质。该线路应该有检查站和紧
急操作点。车辆使用应不超过 2年，按照厂家建议进行定期保养，并有适当的

标志。 

• 对现有污染区域进行调查，了解污染物、污染受体和污染途径。当有任何作业
会对之产生影响时，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的义务进行预先计划。 

• 使用可以生物降解的杀虫剂和化学品。禁止使用被禁止或受限制的物质。  
 

缓解 

• 在烃类、石油类产品储存点制定并实施具体的应急预案。 
• 培训所有员工对泄漏和火灾的处理能力，并建立经过足够培训的、充分供给的
救援和消防队。 

• 存储区域，和容纳或运输燃料和/或危险物质的车辆的活动区域，需配备含亲
油试剂（吸油而不吸水）的溅漏处理工具包、布、毯子、阻燃泡沫、砂和防止

溢出引起扩散的其他材料。此外还应该配备灭火器和通信方案。 

• 根据美国国家消防协会（NFPA）30和 30A在每个涉及烃或石油产品的场所进
行标识。 

• 在标牌上明确说明存储泄漏处理工具包和相关的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地点。
在项目的各设施内多个地点张贴疏散路线图。 

• 建立多方代表参与的应急响应团队，根据需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政
府机构等。  

• 制定管理方案，根据国际标准存放、管理和处置杀虫剂。 
 

监测 

• 编制燃料和有害物质的购买量/需求量、运输量、存量和用量台账。 
• 调查涉及油气泄漏事故的根本原因。 
• 定期检查、维修设备、机械以及设施本身，例如二次围堰的地面和墙壁。 
• 监测杀虫剂的存储和使用，按照建议的剂量施用杀虫剂。 

4.2 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职业健康和安全  

 

考虑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阶段需要多个工作面同时开工，任何时间节点的员工

数量和潜在危害不断变化，因此职业健康和安全（OHS）风险无处不在。根据国际

劳工组织（ILO）统计，每年全球由于工作或者工作相关疾病造成的死亡数超过

230万例。与发达国家年度致死事故发生率每十万工人 0.5到 3.5相比，ILO估计全

球平均的致死事故发生率大约为每十万工人 13，拉美地区的值为每十万工人 17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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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之间。ILO同时估计拉美地区工伤事故造成的损失占到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10%。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OHS危害的管理对于项目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施工期

无意识受伤会造成失时工伤。重大事故或重复发生的事故会导致工期延误、项目和

企业声誉受损、行政执法以及保险费用增加等。 

4.2.1 过劳危害过劳危害过劳危害过劳危害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无论工人是否从事过强的体力劳动，过劳伤害风险在任何建设项目中都是存在的。

高风险岗位主要包括物料搬运和运输，安装、维护和修理，施工和采掘，以及拆除。

产生过劳危害的高风险动作包括提拉、推动、抓握、搬运、下蹲、投掷、伸屈、爬

行、抓够、扭曲、攀爬等。过劳危害造成的常见伤包括拉伤、扭伤、撕裂伤等，导

致酸痛感。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受伤会造成残疾。最易产生过劳危害的身体部位是腰

背部，其次是肩膀、手臂、腕部和膝关节。 

表表表表 4-11 过劳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过劳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过劳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过劳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 以不适的姿势从事工

作，身体部位承受过多

的压力 

• 提放、搬运或移动重

物，包括猛提猛放 

• 长期从事某一动作而缺

乏休息 

• 肌肉和韧带拉伤、扭伤、撕裂，主要集中在腰部、肩

部、手臂、腕关节和膝关节； 

• 挤压性神经损伤和残疾的风险增加 

• 椎间盘挤压、破裂，神经损伤的风险增加； 

• 心率超过体型和身体状态所适合的心率； 

• 过度疲劳可能导致重物掉落砸伤其它身体部位或他人 

• 身体部位长期受压，导致慢性疼痛和损伤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过劳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过劳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过劳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过劳危害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对作业场所布置进行先期规划，避免员工长期以不适姿势从事工作、搬运重物
或长期进行重复动作。 

• 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通过对工作台和工具的设计，尽量节省工人体力，并可
引导工人采取良好的姿势。 

•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机械设备而非人力完成提拉搬运等。 
• 确保工作的强度不超出工人的能力范围。 
• 明确必须使用机械提拉或者双人提拉的重量和高度限制。 
• 向工人提供安全搬运和人体工学培训，避免过劳损害，包括热身和伸展，保持
后背挺直，膝部弯曲，手臂展开时不提物品，双脚展开与肩同宽站立，尽量在

搬运时将重物靠近身体，搬运大量重物时寻求帮助等。 
 

缓解 

• 确保用于替代过量体力劳动的工具和器械经过合理设计和维护以供使用。 
• 为避免扭伤、拉伤和撕裂伤，一旦发生肌肉和韧带酸痛和疲劳，立即进行关注。 
• 根据工作岗位不同，制定排班和休息频次保证休息。 
 

监测 

• 对工人从事某项工作的身体条件以及能力进行持续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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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人从事存在过劳危害风险的工作时，对工人的位置/姿态进行持续的监测。 
• 对遭受过过劳危害损伤的工人，以及在过劳危害高危岗位工作的工人的健康进
行跟踪。 

• 跟踪和分析过劳危害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系统的进
行解决。 

• 对工人用来避免过劳危害的工具和设备进行检查。 

4.2.2 滑倒滑倒滑倒滑倒、、、、绊倒和跌倒绊倒和跌倒绊倒和跌倒绊倒和跌倒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滑倒、绊倒和跌倒是鞋底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丧失，或无意中撞到移动或固定的物

体造成的。在施工现场，滑倒、跌倒和绊倒是引起工时损失事故的最常见原因。导

致这类事故的原因常常是现场管理混乱，诸如过量堆放的废弃物、松散的建筑材料、

泄漏的液体、随意布设的电缆线、绳子或链条等。 

表表表表 4-12 滑倒滑倒滑倒滑倒、、、、绊倒和跌倒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绊倒和跌倒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绊倒和跌倒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绊倒和跌倒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 向地表排水或者其它液体的生产生活活动 

• 工作区临时或永久物料和废弃物堆放 

• 杂物、物料或设备堵塞通道、走廊、出入口或楼梯间 

• 施工过程中土地变形或其它活动造成不平的行走地面

或地表 

• 在工人行走区域内布设电线、绳索、电缆、输气软

管、锁链等 

• 在极端天气下工作，地面受到降水、雨夹雪、冰、

雪、冰雹或者霜冻的影响 

• 操作时分心，没有注意到工作、标识。 

• 身体受伤，包括骨折、敞开

的伤口、扭伤、腱鞘伤，以

及其它可能造成内外出血或

者创伤的，需要进行医治的

短期或者长期损伤。 

• 开放性和闭合性的头部损

伤，包括脑震荡、头皮伤、

颅骨骨折等。 

• 工人工作时间丧失。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滑倒缓解和监测滑倒缓解和监测滑倒缓解和监测滑倒、、、、绊倒和跌倒的良好实践绊倒和跌倒的良好实践绊倒和跌倒的良好实践绊倒和跌倒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加强现场管理；包括分类堆放松散的建材和建筑垃圾于指定的区域，远离行走
路径；针对现场管理指定责任人和相关责任，并常态执行。 

• 将电线、电缆、输气软管、绳索、锁链等放置于指定区域或标记的通道，在尽
可能的情况下将其固定和覆盖。 

• 向全体员工提供防滑鞋。 
• 避免在通道、走廊、出入口、楼梯附近放置杂物、货物或设备形成障碍。 
• 提供足够的照明。 
• 向工人提供培训，强调谨慎和专注工作的重要性，在指定区域内工作和行走，
小心滑倒、绊倒和跌倒。要求员工将观察到的不安全情况告知其主管。 

• 定期在班前会讨论滑倒、绊倒和跌倒危害，告知工人可能存在危害的位置。 
• 在工作区域可能发生滑倒、跌倒的位置设置信号标识。 
 

缓解 

• 即时清理泄漏液体，减少与湿滑地面的接触；使用防滑材料处理室外结冰地面，
或暂停受影响区域的作业；必要时张贴警示标识；在出入口安装吸湿垫，必要

时使用防滑胶带。 

• 一旦发现，立即整改现场发现的不安全情况。 



 
 

 26  

 

监测 

• 每日进行日常巡检时关注滑倒、绊倒和跌倒危害。 
• 对工作现场整体的清洁管理以及各方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 跟踪和分析滑倒、绊倒和跌倒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
系统的进行解决。 

4.2.3 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空作业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大多数的施工现场都要求部分工人进行高空作业（作业面距离地面距离大于 2 米），

因而存在高空坠落风险。在脚手架、梯子或部分完成的构筑物上进行高空作业而坠

落是造成永久残疾或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占 30%）。伤亡可能来自于坠落本身，

以及坠落后与其它物质（水、危险物质、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等）的撞击。虽然防

坠装置对防止伤害的发生非常有效，其使用却常常不足。此外，一旦不能及时的将

坠落后被防坠装置保护住的工人恢复正常的体位，可能引起严重的急性直立性低血

压的发生，可能在 20分钟内导致工人的死亡。 

表表表表 4-13 高空作业的主要风险和影响高空作业的主要风险和影响高空作业的主要风险和影响高空作业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在离地 2米以上从事高空作业 如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从 2米以上高度坠落可能

造成严重伤害，根据不同的坠落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骨折、内脏损伤等。 

在距离地面一定距离工作，例如操作

机械设备，如坠落，可能会对工人造

成伤害。 

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坠落至存在危害的区域

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危害，伤

害可能包括骨折、电击、肢解、穿刺、内脏损伤

等。 

在贮存有毒有害物质的开口罐、坑、

槽上方，或者靠近地表水体的上方

（如桥、防波堤、栈桥、船只）任意

高度工作 

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从开口罐、坑、槽上方

任意高度坠落可能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根据

罐、坑、槽内贮存的物质不同，伤害可能包括但不

限于化学灼伤、淹溺、化学窒息等。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高空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高空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高空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高空作业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针对高空作业，制定并执行高空作业管理方案，该方案需至少包括： 
� 当在施工场地从事离地 2 米以上作业，或者在运行设备、地表水体或液体、

危险物质、地表开口以上任意高度作业时，安装防坠设施。防坠设施包括

围栏、扶手、屏障等，且可支撑至少 90千克（200磅）的重量。 

� 在高空作业区域，如屋顶，在其边界 2米范围处用标线永久粉刷标记。当

在屋顶边缘和 2米线内区域作业时，要求作业人员具有高空作业许可。 

� 通过设置限制区域和使用安全监视系统（例如警示带和警示标志）来提示

工人附近的高空坠落危害，包括地面、屋顶、行走区域的开口处。 

� 作为防坠落装置的补充，以及当防坠落装置不可行时，使用可以支撑 2270 

千克（5000磅）重量（包括接入点）的高空作业防坠安全装置，包括全身

式安全带、能量吸收带等。 

� 使用前对所有的定位点进行设计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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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员工进行高空作业危害和防坠落设备使用的认证和培训。 

� 制定高空坠落应急响应程序，在高空坠落发生，工人被安全带成功捕捉后，

即时救回工人。高空作业开始前需保证恢复装置在高空作业场所处可用，

保证高空坠落发生 15分钟内实施救助，并对工人进行恢复治疗避免直立

低血压造成的死亡。 

� 使用钉子或螺栓固定的、有标记的盖子覆盖地面和其它离地表面上的开口。

用粗体字在盖子上提示其覆盖地面开口。 

• 使用符合美国职业卫生和健康署（OSHA）、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标
准，或其它国际认可标准的防坠落设备。 

• 其它良好实践： 
� 除非使用专用载人吊笼，禁止使用前端装载机、叉车或者其它推土设备提

升工人。 

� 在脚手架上工作时，使用安全带，安全带连接脚手架。 

� 防坠安全护具使用两步式缓冲带以避免直立性低血压的发生。禁止使用腰

式安全带，必须使用全身式安全带。 

� 在高空区域设置安全网。 

� 尽量使用载人升降机替代梯子。使用载人升降机时也必须使用安全带，将

安全带与升降机连接好。 

� 进行高空坠落事故应急演练，确保高坠人员可以在 15分钟内获救。超过

15分钟后，高坠悬空人员有死亡风险。 

 

缓解 

• 根据美国 OSHA的标准、ANSI的标准或其它国际认可的标准对防坠设施和装
置装备进行维护和检验。 

• 开展高空坠落相关培训，确保只有参加过培训的工人才可以从事高空作业。 
• 实施高空作业作业票制度。作业票需要明确作业危害和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作业票需要从事作业的工人和另外一名有高空作业经验的合格人士签署。 

 

监测 

• 对现场安装的设施以及高空作业设备进行完整性和可靠性的检查。 
• 跟踪和分析高空作业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系统的进
行解决。 

• 在高空作业作业票中要求在作业前对所有相关设备和劳保用品进行检查，并确
保使用后恢复装置放置归位。 

4.2.4 物体打击物体打击物体打击物体打击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物体打击危害在所有的施工场所广泛存在。工人可能受到坠落物体、飞行物体、摆

动/滑动物体、以及地面物体的打击。这些物体可能来自于物料坠落、被动力工具

或者机械设备弹出等。所有的高压管线和容器作业，以及头顶上方有机械处理物料

的作业均为物体打击高危作业。受到物体打击的工人易头部、眼部和手足部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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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4 物体打击主要风险和影响物体打击主要风险和影响物体打击主要风险和影响物体打击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在物料存储或者处理场所

下方进行工作或行走 

上方高空坠物可能会击中下方的工作人员，导致头部、眼

部、手足部受到严重伤害 

使用动力工具进行打磨或

击打，或进行需要推、

拉、撬的作业 

从事这类工作引起物体飞出，可能会对作业者或附近的其他

人员造成物体打击伤害。 

吊起的货物 如果吊起的货物发生倾倒或者坠落，对在其下面的工人有可

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现场重型设备和卡车的使

用 

现场运行的移动重型设备和卡车对在其附近工作的人员具有

风险。如若人员未注意到这些设备，可能遭受严重的打击伤

害。 

使用压力在 30psi以上的

压缩气体 

压力在 30psi 以上的压缩气体可以使油类以及其它的颗粒物

通过皮肤上的破损（如伤口）进入皮下。对于没有损伤的皮

肤，不到 100psi 的压缩气体也有可能将其击穿。高压气体可

能会引起撕裂和贯穿伤。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物体打击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物体打击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物体打击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物体打击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避免在吊起的物品下方工作或停留。 

• 在不同高度间移动废弃物时，使用指定的、隔离的区域用于废弃物丢弃和排放。 

• 在进行诸如锯、切割、研磨、砂磨、刨削、敲凿等工作时，使用必要的机械防

护、个人劳保用品和固定装置，尽量避开其他人员。 

• 保持通行区域整洁，避免重型设备在松散的物料/废料上通过。 

• 为在高处存放的物料安装防坠落措施（如脚手架上的脚趾板、坠物捕获网等），

防止坠物砸伤人员。 

• 遵照当地关于爆破的安全标准将工作人员撤离飞石区域，使用爆破垫等来减少

飞石的产生。 

• 高空作业时禁止人员在其手上或口袋中携带工具设备。高空作业人员到位后再

将所需工具设备提升给作业人员。 高空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进行检查，确保

没有松动的零件、设备和工具遗留。 

• 在移动车辆附近工作必须穿着高反光度背心。 
 

缓解 

• 向全体员工提供避免物体打击的培训，并提供防护所需的劳保用品，包括带有
侧部防护的安全眼镜、面罩、安全帽、安全鞋等。 

• 所有的研磨、切割、钻探设备都必须安装机械防护。定期检查机械防护确保其
安全有效。一旦发现有设备机械防护丢失，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或撤出操作现场。 

 

监测 

• 在日常检查中检查物体坠落、飞出、移位的风险。 
• 跟踪和分析物体打击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相关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系统
地进行解决。 

• 检查工人使用的工具、设备、操作程序等，以降低人员物体打击风险。 

4.2.5 移动机械设备移动机械设备移动机械设备移动机械设备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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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的车辆交通、推土设备、人员升降设备、移动吊机、移动机械设备和物料

用的起重设备等可产生暂时的危害，包括物理接触、泄漏、粉尘（硅末和尘土）、

污染排放和噪声。重型设备的操作者对靠近设备区域的视野有限，可能无法看到靠

近设备的行人。这个问题在施工现场尤为严重，因为施工现场的指定人员通路和设

备区域每天都会发生变化。轴心转动的设备在其圆周转动的区域内都会带来撞击风

险。 

表表表表 4-15 移动机械设备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移动机械设备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移动机械设备的主要风险和影响移动机械设备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潜在风险或或或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工人工作区域内的车辆行驶 车辆在非车辆行驶区内或靠近工人工作的区域内行驶会增

加与工人碰撞的机会，可能造成严重伤害以致死亡。 

工人工作区域内的重型设备

移动 

重型设备操作失误或不安全行为可能引起重型设备碰撞工

人，造成严重伤害以致死亡。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移动机械设备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移动机械设备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移动机械设备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移动机械设备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确保所有车辆均配有正常制动装置、紧急制动装置和停车制动装置，照明装置，
鸣笛警示装置和备用装置，以及完整的挡风玻璃和可用的挡风玻璃刮。 

• 对车辆行驶区域、设备操作区域和人员通行区域进行预先规划和分离。 
• 通过设定单行道和限速，使用穿着反光背心或外套的且经过培训的人员使用旗
帜指挥交通来对交通进行管理。 

• 要求工作人员在重型设备区域内工作或通过时穿着反光背心。 
 

减缓 

• 使用合理维护和经过检测的起重设备（吊车等）吊装物品，吊装物品到高位时，
确保物品稳固。 

• 吊装物品时，指定一名地面人员引导其他人员避开可能影响区域（包括物品下
方和行驶路径下方）。 

• 提供人员在接近车辆时与车辆操作人员进行眼神交流确保安全的培训。 
• 确保所有重型设备和车辆的操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并获得执照，并知晓移动设
备的危害和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 每个班次前对车辆进行检查，确保零件、配件、装置等处于安全状态。使用前
及时修理或替换已经损坏的零配件。 

 

监测 

• 日常检查中对移动机械设备危害风险进行检查。 
• 跟踪和分析移动机械设备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系统
的进行解决。 

• 检查车辆、起重设备和操作程序等，以降低人员移动机械设备伤害风险。 

• 制订详细的针对重型设备操作工的每周例行检查清单，以及对任何有问题设备
进行标识直到相关问题得以解决的流程。 

4.2.6 受限空间受限空间受限空间受限空间和采掘和采掘和采掘和采掘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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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如石油天然气开发、矿山项目等）的施工期常常会涉及到受限

空间作业，诸如在料槽、料仓、罐体、管道、阴沟等空间中的作业。当进出受限时，

沟渠也可被视为受限空间的一种。与一般工业场所不同，施工现场受限空间的数量

和性质随着施工进度的推进在不断地变化。美国 OSHA 将受限空间定义为全封闭

或者半封闭的空间，该空间不设计为人类可占据，且可产生有毒有害的环境。需要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的受限空间指可能产生物理或者气体危害导致人员受困的受限空

间。如果针对受限空间的进入、退出和人员救援未作充分准备，可能引起多个人员

的伤亡。导致作业人员和后续救援人员伤亡的受限空间事故是很常见的。受限空间

相关的健康安全危害包括可燃气体或者蒸汽引燃、窒息、有害化学品暴露、陷入、

淹溺等。拉美地区所有国家对受限空间作业均有法律要求。受限空间作业是所有内

部和外部安全审核的重点关注对象。 
 

表表表表 4-16 受限空间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受限空间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受限空间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受限空间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或潜在风险或潜在风险或潜在风险或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进入受限空间，如罐体、管

道等 

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窒息、化学品暴露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救援不利的情况下导致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 

在沟渠、隧道等受限空间内

作业以及撤离 

撤离装置未进行加固导致垮塌可以使工人受困，导致因撞

击或窒息引起的伤亡。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受限空间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受限空间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受限空间作业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受限空间作业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设计阶段尽量避免受限空间的产生，或降低其风险水平。 
• 当受限空间不可避免时，通过对现场因素的控制来降低受限空间的风险水平，
包括：减小开挖的坡度、开挖排水、边墙支撑的使用、设置屏障避免重型设备

或振动设备过于靠近边墙、对坡度进行调整来降低垮塌、受限和淹溺的风险。 

• 在现场设置足够的标识，提示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以及安全和应急说明（包括
消防设备、疏散通道等）。 

• 需要作业许可的受限空间（PRCS）的培训、进入、排气、监测、劳保用品以
及应急救援的要求需符合美国 OSHA 29 CFR 1926.1200 （2015年 8月 3日生

效，世行 EHS指引亦有更详尽描述）或其它认可的国际标准。 

• 开挖的区域需要包含多个安全的进入和退出的途径，包括分级的坡面、进入路
径、楼梯和梯子等。 

• 除非可以保证足够通风，避免在需要多个员工进入的开挖区域内长期使用燃烧
设备。 

• 设计合理的通风系统，考虑引风量和作业人员的数量。 
• 设计发生受困时可以使用的救生舱。根据每个班次的平均工人数量，救生舱需
提供足够氧气、水、食物、急救包和的空间。 

• 进出口（舱口）的设置需要符合 ISO标准要求。 
 

缓解 

• 加强管理，确保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 对于存在液体、气体、固体进入的受限空间，进入前相关供应管线需排空、阀
门关闭并挂牌上锁。存在压力管线或者通电电路的受限空间进入前需放电至安

全级别并挂牌上锁。 

• 对于需要使用呼吸设备进入的受限空间，进入前在其入口处需要有做好准备的
救援人员待命。 

• 提供监测装置，使工人可监测氧气浓度和任何有害气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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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需要垂直进入的受限空间，需要在入口处安装救援提升设备，以实现可以
人员自救。提升设备须安装机械摇柄提升系统并有防滑落自锁装置。 

 

监测 

• 由于空间内气体环境问题必须完成作业许可进入的受限空间，需要持续的监测
其内部气体浓度，保证氧气浓度在 19.5% ~ 23%之间，可燃气体浓度不高于该

气体爆炸下限（TLV）浓度的 25%。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对其它气体浓度进

行监测。如果监测结果显示浓度不达标，必须对空间进行通风使浓度降低至允

许值，或提供增强的劳动防护。 

• 对受限空间作业规程进行不断地审查（包括需要作业许可和不需作业许可的受
限空间作业）。 

• 跟踪和分析受限空间作业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系统
的进行解决。 

 

4.2.7 其它危害其它危害其它危害其它危害 
 

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主要风险和影响 

 

施工场地存在着难以分类的多重风险，根据危害的性质和作用时间不同，可能对工

人造成短期或者长期的伤害。这些风险存在于粉尘暴露、化学品暴露、噪声暴露、

有害可燃物质暴露、电击、废弃物处理、设备运转部分等。其它危害由于一般被认

为风险严重性较低，往往遭到忽视，但是由这类危害引起的事故往往占到事故的大

多数。对其它风险的疏于管理大大增加了其风险水平，而这类风险是可以通过培训、

劳动保护用品、规定和程序等有效控制的。 

表表表表 4-17 其它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其它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其它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其它危害的主要风险和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或影响潜在风险或影响潜在风险或影响潜在风险或影响 

破坏或穿透地下设施 电击和开挖区域水淹风险，淹溺和边墙垮塌风险。 

重型设备导致开挖区域边墙垮塌，重

型设备及其操作员坠入开挖区域 

操作工伤亡，以及开挖区域内其他工人连带伤害。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最小化、、、、缓解和监测其它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其它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其它危害的良好实践缓解和监测其它危害的良好实践 
 

避免和最小化 

• 进行职业健康和安全评估，识别所有危害因素并提出预防措施。当预防措施不
可用时，采取工程或管理措施将危害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 建立有效的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向工人提供培训，并采用行业良好实践。 
• 在施工建设之前和之中（进行场地清理时），选取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承包
商对罐、槽、设备或污染场地中存在的危险物质和废物（如多氯联苯等）进行

识别和清理。 

• 电工作业由经过特别培训的人员/承包商完成，并执行符合美国 OSHA 控制危
险能源标准及施工电气安全 (OSHA 29 CFR 1910.147 及 CFR1926, Subpart K)

或者其它被认可的国际标准要求的挂牌上锁程序。 
 

缓解 

• 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评估的结果配置和使用必要的劳保用品。劳保用品包括手
套、护眼器具、呼吸设备、防护服、听力保护器材等。 

• 加强培训的管理和记录，确保所有的员工都进行危害识别和防护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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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 制定并执行检查制度，持续的识别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不安全因素，并在安全健
康制度中加以管理和控制。 

• 跟踪和分析受限空间作业相关的事故报告和工人相关投诉，找出其内在原因并
系统的进行解决。 

4.3 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 

 

施工场地危害及其相关健康风险依不同项目活动有所不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

区与项目设施的相对位置以及当地社区居民接近或进入建筑工地的程度。建筑承包

商通过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和安全意识提升能够有效防止当地社区受到施工场

地的危害。同时，防止当地社区居民受到危害也能够保护当地社区的健康，从而避

免项目受到由此产生的不良声誉影响。疾病的传播对当地居民和工人均会产生不利

的健康影响，其扩散传播会对项目的顺利开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同时也会对疫情应

对能力有限的当地社区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社区健康安全方面的案例分享详见附录 A。 

4.3.1 一般性场地危害一般性场地危害一般性场地危害一般性场地危害 
 

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 

 

施工场地的危害主要来源于以下活动：重型机械与设备的使用；清场、建设与挖掘

活动；有害化学品使用；坠物，以及其他活动风险。尽管已经为工人提供了设备并

进行了安全工作的培训（详见 4.2 部分），但未受到安全措施保护的当地社区居民，
以及居住或进入建筑工地的居民仍面临很高的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其中，健康风

险最大的群体是当地的儿童及年轻人，他们更容易到建筑工地周围玩耍；以及那些

因生计、传统活动、文化习俗等需要进入项目地及其附近区域（如放牧区、取水地、

学校、卫生场所、墓地等）的当地居民。 

表表表表 4-18 与一般性场地危害有关的风险及影响与一般性场地危害有关的风险及影响与一般性场地危害有关的风险及影响与一般性场地危害有关的风险及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及影响潜在风险及影响潜在风险及影响潜在风险及影响 

• 设备及重型机械使用； 

• 清场及挖掘工作； 

• 爆炸和爆破； 

• 建筑活动； 

• 化学品及危险材料使用。 
 

导致社区危害增加的因素包括： 

• 建筑区域/场地周围缺乏（有效

的）边界/围栏； 

• 缺乏禁止入内的指示标牌。； 

• 监控措施不利，无法确保非工作

人员不进入施工场地； 

• 与当地社区居民就建筑施工风险

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 

• 造成与施工场地危害相关的事故、受伤、及死

亡。同时，项目的挖掘活动造成的土坑填满水

后，在不设置安全围栏的情况下也会带来溺水

的风险。当地社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医疗资

源通常很有限，当地人无法享受全面的医疗服

务，因此即使是轻微的事故也可能对当地居民

造成不可逆转的长期健康影响。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当地居民更可能进入项目区内： 

• 项目位于当地居民曾使用的区域内（放牧、狩

猎、捕鱼、及用水区）； 

• 项目区周围未设围栏，或当地人可轻易破坏围

栏进入项目区； 

• 项目活动区内存在可供转卖的物品（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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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失业率和贫穷的地区）。 

 

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缓减及监测一般性场地危害的最佳实践缓减及监测一般性场地危害的最佳实践缓减及监测一般性场地危害的最佳实践缓减及监测一般性场地危害的最佳实践 
 

避免及最小化 

• 识别出可能会与对当地社区有重要作用的地区（放牧或捕鱼区、交通路线、居
民和动物饮水区）重叠的项目活动和设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替代

路线、设计方案或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些影响的产生。 

• 在开展规划动员和建设活动时，作为现场安全风险识别的一部分，识别出对社
区居民的具体危害，并制定出合适缓减措施的名单，具体内容详见下述的“缓

减”部分。 

• 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及结构元素或组件退场过程中，参考借鉴国际金融
公司绩效标准（PS）4等良好的国际行业惯例。 

• 设立足够的指示牌、照明设施、围栏/栅栏以及监控，避免外来人员不当或者
不安全的进入施工场地以及使用设施设备。 

• 与受影响社区进行密切的沟通，提高其对项目活动及其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
并阻止社区居民进入场地。 

• 与当地学校、卫生机构和其他社区工作者共同宣传安全信息，从而使得更多的
受影响人群能了解到相关的安全信息。 

 

缓减 

• 当水坝、尾矿坝、灰渣场等设施位于高风险的地带时，其事故可能会危及到社
区的安全。因此，有相关类似事故处理经验的资深专家应对其进行风险分析，

识别出潜在的故障风险，并根据风险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 坝体、尤其是尾矿坝很容易为下游地区带来风险。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或
减少其风险暴露，同时，必要的应急预案及与下游用户的沟通协调对于减少并

管理风险也是至关重要的。 

• 投诉机制：监测并解决与场地安全风险相关的社区投诉问题，并利用该信息作
为早期预警系统，以识别出未考虑到的风险或调整已识别风险的显著性评级。 

• 若发生事故，应仔细记录事故各个细节，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向当地社区报
告事故情况，并加强预防措施。 

 

监测 

• 对可能会对社区产生危害的现场进行监测和检查，确保所有的安全设施有效运
转。 

• 对培训和宣传活动进行跟踪记录，特别是针对靠近施工场地居民和学校的培训。 
• 记录与社区居民以及场地安全隐患相关的事故和隐患，制定纠正措施。建立具
体的目标以减少/消除社区的安全隐患，并定期（每月或每季度）与高级管理

层对绩效进行跟踪和评估。 

• 通过投诉机制记录并跟进社区有关安全隐患的抱怨和居民担心的问题，并采取
相应的纠正措施。 

4.3.2 疾病预防疾病预防疾病预防疾病预防 
 

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 

 

大量的拥有可支配收入的男性劳动力涌入贫困地区，可能会对当地疾病的出现和传

播带来影响。其直接影响包括染病劳动力的涌入和/或疾病传播；其间接影响包括

由于人口流入或人口密度的增加导致的疾病传播风险的增加。同时，土地清理、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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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活动以及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某些媒介传播疾病的出现（例如虫媒传

染病），以及产生死水为蚊虫的繁殖提供场所引起蚊虫传播疾病的流行（如登革

热）。其中，最容易感染或传播疾病的人群包括：单身、男性工人、性工作者、生

活在赤贫水平的人、以及与外界接触有限的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疾病感染和恢复

的风险。 

表表表表 4-19 主要的疾病传播风险及影响主要的疾病传播风险及影响主要的疾病传播风险及影响主要的疾病传播风险及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 

• 土地清理、挖掘活动和土

地利用方式改变； 

• 产生不流动的水体； 

• 单身或与伴侣/家庭接触

较少的男性劳动力涌入。 

与劳动力管理有关的影响疾

病传播的外部因素： 

• 人口流入； 

• 卖淫活动； 

• 对当地垃圾和卫生服务的

压力。 

媒介传播疾病（例如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传

染病（例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

综合征（AIDS）、梅毒、肺结核（TB）、H1N1）等疾病

的引入和传播。若项目会对当地垃圾、用水及卫生系统造

成压力，由于可能存在的潜在污染问题和现有系统的崩溃

风险，水媒疾病也可能增加。能够导致疾病产生及传播风

险增加的因素包括： 

• 大范围的贫穷和有限的经济发展机会； 

• 寻求经济机会的人员的流入； 

• 卖淫活动； 

• 流行性疾病的出现； 

• 由于与外界隔离导致的对外来疾病抵抗力较弱的“与世

隔绝的土著居民”，例如普通的感冒对此类人群可能是

致命的； 

• 难以获取疫苗、疾病筛选和预防保健服务； 

• 有关避孕和节育的文化习俗。 

 

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缓减与监测疾病传播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疾病传播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疾病传播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疾病传播风险的最佳实践 
 

避免及最小化 

• 在影响评估当中综合考虑潜在的疾病引入和/或传播风险以及当地居民和劳动
力的受体脆弱性，对该影响进行评估。在影响评估当中，应该考虑到当地社区

和项目地及工人宿舍的相对位置、规模、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当地及所在地区

现有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当地健康和疾病概况、有关避孕和

节育的文化习俗、当地卫生医疗服务和清洁设施状况、以及酗酒、吸毒、卖淫

等社会问题（如果存在的话）。 

• 尽量避免可能导致媒介传播疾病的行为，如土地清理以及其它用地性质的改变。
避免或有效管理因项目产生的不流动水体和储水设施，减少蚊虫等的滋生场所。 

• 考虑不同的工人居住场所对疾病传播的影响（住在社区内、开放的营地、封闭
的营地）。 

• 考虑其他替代的设计和/或选址方案，以减少人口流入、卖淫及其它项目安全
风险。 

• 通过以下措施减少项目造成的人员流入问题： 
� 通过明确的招聘和承包要求来管理受聘方的期望。 
� 明确项目地以外区域的招聘政策。 
� 增加当地雇佣（就业、商品及服务），减少外来人员流入。 
� 在项目地及工人营地周围建立隔离区，以限制非法活动，并防止项目无关
人员跟随。 

• 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工人与周围社区之间的联系，并限制工人在周边社区游荡。
通过以下措施预防性传播疾病、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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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招聘程序的一部分，进行持续且定期的健康筛查。为工人提供充足的
医疗及健康检查服务。 

� 在工人培训过程中就与社区相关的疾病（如性传播疾病、疟疾、登革热等）
进行疾病预防教育，并持续定期开展该项教育培训。 

� 实施并加强《工人行为规范》，在《行为规范》守则中列明应遵守的行为，
并限制工人和当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活动。 

� 考虑到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可考虑为工人提供避孕工具。 
� 考虑提供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的自愿咨询服务。 
� 提供疾病诊断与转诊服务。 

缓减 

• 与当地或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沟通协调： 
� 识别、报告、监控并管理疾病传播问题（尤其是当工人营地或施工场地爆
发出传染性疾病的时候）。 

� 提高当地/地区医疗筛查及传染病（性传播疾病、疟疾、登革热、及其他
相关疾病）的应急能力、医疗诊断、疾病预防及治疗水平。 

• 在蚊虫传播疾病风险较高的地区（如疟疾、登革热、黄热病、基孔肯雅热、西
尼罗河病毒等）： 

� 作为现场安全控制项目的一部分，对开放的沟渠、容器及其他会储存雨水
形成死水的地区进行持续监测，从而减少蚊虫传播疾病的可能。 

� 考虑实施相关的蚊虫控制项目。 
� 在场地范围内实施投诉机制，以识别出与疾病传播相关的抱怨、潜在影响
及风险（如有关卖淫活动的抱怨） 

监测 

• 与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在疾病监测和疫情监测方面进行合作。 
• 记录工人健康数据，利用实时数据识别出风险及可能需要的进一步措施。在可
能的情况下，和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共享工人健康数据。 

• 监控和检查工人疾病预防要求和行为规范的遵守情况。 
• 通过投诉机制对相关的抱怨进行监测，并制定出可能需要的所有纠正措施。允
许匿名投诉的提交。 

4.3.3 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 
 

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主要风险及影响 

 

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阶段大多对物资运输、人员交通、以及商品进出等有较高的运

输要求。项目的交通运输需要（通过卡车、其他道路车辆、船只、或飞机等）以及

道路建设和使用过程均会对当地社区的健康与安全造成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基础

设施项目多位于农村或城市周边地区，公共交通资源有限，步行和自行车使用频率

较高。其中，那些日常活动与项目活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的社区居民面临

更大的风险。由交通事故导致的社区健康与安全风险往往是项目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尽管交通事故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发生事故，将对个人、家庭及社区带来巨大的

伤害，且这种损害将永久存在。同时，交通事故的发生也会导致项目的声誉受损，

进而降低当地社区对项目整体的支持。 
 

此方面的案例分享详见附录 A 

表表表表 4-20 主要的交通安全风险及影响主要的交通安全风险及影响主要的交通安全风险及影响主要的交通安全风险及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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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输与交通，包括承包

商的交通。会导致交通安全

风险增加的项目因素包括： 

• 交通量的突然大增； 

• 重型机械使用与超载； 

• 驾驶员安全培训有限。 

当地社区居民事故及受伤风险增加。会导致交通事故风险增

加的因素包括： 

• 同一道路上多种交通方式并存（步行、摩托车、牲畜）。 
• 道路条件及路标较差（道路坑洞、缺乏指示牌、道路狭
窄、单行道）。 

• 当地社区道路安全习惯、限速、道路交通规定遵守情况。 
• 当地社区与重型机械共用道路的使用习惯。 
• 项目活动区附近及项目使用道路沿线存在人员聚集区。 

• 道路建设和/或修缮。 • 若未对建筑区进行适当的封锁，在道路修缮和/或建设过
程中，当地社区居民可能会进入施工场地，因此可能出现

坠物风险以及由于建筑设备导致的周边社区居民受伤的风

险。 

• 另一方面，道路状况改善也能对当地社区带来如下收益： 
o 道路状况改善，交通事故风险减少； 
o 交通时间减少； 
o 重要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的获取变得更加便利（例
如学习、医疗中心、市场等）。 

 

项目交通及重型机械和材料的使用也会对当地社区带来噪声和震动干扰（详见 4.1.3

部分）、扬尘与空气质量问题（详见 4.1.4部分）、以及潜在的媒介传播疾病引入
及传播风险（详见 4.3.2部分）。 
 

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缓减与监测交通事故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交通事故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交通事故风险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交通事故风险的最佳实践 

 

从事或经常涉及道路交通运输活动的单位应建立符合 ISO39001规范的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体系，并获得相应的认证。除此之外，还需采取如下的进一步的措施： 
 

避免及最小化 

• 识别出所有的交通事故风险高的区域。一般而言，交通风险高的地区包括：学
校、市场及其他人口聚集区附近的道路、道路及铁路交叉地区、动物通道，以

及其他行人、自行车及车辆交通密集的地区。 

• 考虑使用替代的设计、路线或技术方案，以减少社区的风险（例如通过绕道的
方式使用替代线路）。 

• 在各项交通运输活动中，考虑与安全挂钩的激励机制，避免使用与时间/数量
挂钩的激励机制。 

• 在工作、监测和实施过程中，实行对毒品和酒精的零容忍政策。 
 

缓减 

• 在社会本底调查和社区公众咨询的基础上，与当地政府部门和交通部门共同合
作，制定并实施交通管理计划，包括： 

� 限制项目交通时间，避免当地道路交通高峰的出现，尤其是避免学校和集
市附近的交通高峰； 

� 定期进行车辆维修； 
� 限速措施； 
� 在当地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设立道路交通标志； 
� 强制性的驾驶员安全培训；以及 
� 强制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措施。 

• 对当地社区及公众进行项目交通、路线、道路标志以及安全措施方面的安全教
育，提高其道路安全意识，尤其是那些道路交通风险高的地区。 



 
 

 37  

• 投诉机制：定期监测并解决相关的投诉，识别出道路安全风险相关的抱怨问题。 
• 将驾驶员安全培训、车辆维修、速度控制、车载限制及其他道路安全规定等条
款纳入到分包商分包合同、管理体系及其他相关文件当中。 

• 在实施了缓减措施之后道路交通风险仍较高地区，考虑与当地交通部门合作，
设立人行道、立交桥、额外标志及交通灯等以减少事故风险。 

• 制定并实施应急准备及响应方案（EPRP）以应对紧急情况，包括与项目和当
地社区有关的交通事故等。考虑实施下述措施： 

� 与当地应急工作人员合作（即消防、警察、医院）。该措施可帮助当地的
应急工作人员更好的了解项目的潜在风险，从而更好的应对可能产生的风

险和相关问题。 

� 若当地应急能力较弱，可考虑进行一定的投资（例如开展培训）来增强当
地的应急响应能力。 

� 与当地应急部门共同开展应急演练，以更好的进行应急响应、沟通和协调。 
� 与更广泛地区的社区就紧急风险进行沟通交流（而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应
急部门），从而让其更加了解其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

备工作。 
 

监测 

• 记录未遂事故并制定相应的纠正措施。 
• 记录投诉机制中反映的交通安全抱怨，并制定相应的纠正措施。若当地居民就
交通安全问题存在广泛的担忧以及/或该地存在显著的交通风险敏感区，应制

定并实施交通监测项目，以确保工人的操作能够遵守交通管理方案的内容。 

• 考虑使用参与型监测方法对交通安全风险及未遂事故进行监测，并监测当地社
区对交通安全法规的遵守情况。 

• 与当地政府部门共同记录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从而对长期变化和影响进行评估。 

4.3.4 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 
 

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主要风险与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常常为项目影响区内的社区带来许多突然的变化。若当地社区对

项目活动、潜在影响及效益等相关信息了解较少，则会较难适应项目带来的变化情

况且较可能对项目抱有反对态度。这将会对当地社区带来更大的影响，并降低当地

社区享受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的可能性（例如就业机会、采购及商品与服务的提供）。

同时，项目方和当地社区之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也会导致当地的不信任、反对及冲突

等情况出现。因此，与项目开发活动可能影响到的地区和项目所在地等更广泛区域

内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交流十分必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依具体项目而定，

取决于项目带来的风险级别、项目活动的规模及大小、弱势群体或受保护群体的情

况（如土著居民）、以及当地和/或国家对项目的反对程度。尽管当地的法律和规

定中就利益相关者参与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但开发者还应不仅限于这些要求，根据

项目社会风险和当地社会状况考虑采取进一步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措施来更好的管理

项目风险。 

表表表表 4-21 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与影响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与影响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与影响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与影响 

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项目活动 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潜在风险与影响 

• 新建或扩建项目； 

• 会导致当地社区受影响程度

增加，需采取更深层次的相

• 相关者参与不足会导致当地人对项目的性质、时

间、规模、对当地的潜在风险和影响等相关信息了

解不足，进而导致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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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参与措施的项目因素包

括: 

o 对当地社区、生物多样
性和文化遗产造成中到

高等影响的大规模项

目； 

o 带来移民问题的项目； 
o 建在敏感区内和/或项
目类型导致的存在争议

的大规模项目。 

• 利益相关者参与不足会导致不信任的问题，并进而

产生冲突，导致开发项目缺乏当地、地区和国家的

支持。 

 

若当地存在以下情况，需采取进一步的相关者参与措

施： 

• 可能影响到当地土著居民的生计、传统的土地和资

源使用的项目。 

• 当地存在对项目、开发商的反对现象或曾出现过对

类似项目的反对情况。 

• 当地大型开发项目的经验（相对于已受到其他开发

项目影响的城市地区而言，规模较小的农村地区可

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 可能引起物理迁移或者经济迁移的开发项目。 

• 可能引起媒体或者外界关注，其意见会影响到当地

社区的项目。 

 

项目中应进行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至少应将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即受影响社

区）及可能会对项目产生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参与范围内。同时，尤为重要的是

与当地领导和社区成员沟通交流，确保各类不同的群体（例如妇女、年轻人、老人、

边缘种族群体）能被纳入到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中。应在受项目影响最大的地区开

展更深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利益相关者参与应尽早开始（早于动员和建设

工作），并持续整个项目周期。 
 

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避免及最小化、、、、缓减与监测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的最佳实践缓减与监测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的最佳实践 
 

避免及最小化 

• 识别并标出所有受项目影响及对项目产生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制定利益相关者
参与计划，在动员工作和建筑活动开展之前尽早开始从事社区利益相关者参与

工作。利益相关者参与工作内容包括： 

� 为受影响社区提供有关项目活动和时间进度的信息； 
� 向当地社区提供有关项目对当地的具体风险和影响的详细信息； 
� 讨论已制定的防范风险及影响的缓减措施； 
� 在更广的范围内收集利益相关者关于缓减措施如何更加有效的反馈及建议。 
� 对于 EPC承包商，将 ESIA和相关管理方案中提到的额外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行动纳入其中。 

• 对于可能影响土著居民或敏感群体的项目，以及可能引起物理和经济迁移的项
目，开展特别的参与活动。 

• 根据社区利益相关者反馈的意见，改进缓减措施和相关战略。 
• 设计和分配充足的资源（即社区关系团队）来保证项目业主、EPC承包商与利
益相关方之间持续的沟通。 

• 在 EPC承包合同中特别对利益相关方参与进行约定。 
• 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当以自由的、即时的、符合当地文化的、提供充分信息的形
式进行，包括以当地社区使用的语言提供信息。 

 

缓减 

• 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案进行更新，以反映需要与当地社区讨论解决的新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案至少每年更新一次，当项目设计方案或选址发生显著变化



 
 

 39  

时，可能导致之前未识别出的风险，因此发生上述情况时也需对利益相关者参

与方案进行更新。 

• 制定一些能够支持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的过程和程序，例如利益相关者参与政
策、文件处理程序、数据库等，从而收集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及投诉意见，对利

益相关者参与活动进行记录和跟进。 

• 持续开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解决社区关心的问题，并收集项目所需的必要
信息。 

• 实施投诉机制，向社区提供有关如何使用投诉机制的相关信息，从而帮助社区
更好地与项目方进行沟通交流。 

• 负责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的部门需与其他所有部门共同协调合作，从而为项目
管理方案中识别出的各个方面（生物多样性监测、交通安全、施工工期安排）

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工作提供支持。 

• 向工人及承包商提供有关如何开展社区参与活动的培训，并提出明确的期望
（即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参与并对社区作出承诺）。其他项目工作人员也应

向管理社区参与工作的项目负责人汇报所有的社区参与情况以及收到的抱怨、

事故等情况。 
 

监测 

• 通过投诉机制记录社区抱怨及关心的问题。可考虑对以下信息进行监测： 
� 目标区域中投诉的比例； 
� 解决投诉需要的平均日数； 
� 在所有的投诉当中，得到解决的投诉的数量；以及 
� 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反馈，记录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沟通对话
及做出的承诺内容。 

• 记录并跟踪项目方做出的承诺以及承诺登记册当中的相关文件，确保将制定的
行动纳入到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案当中。 

• 使用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跟进记录。 
• 每月或每季度对已经进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收到的投诉、以及对社区做
出的承诺进行复审，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进行调整更新。 

• 对利益相关方清单进行监测，在发生变化时，如当地监管部门变更或领导发生
变化，即时进行更新。 

• 对媒体进行监控，即时识别有关项目利益相关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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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管理体系管理体系管理体系管理体系  

通过制订和执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体系，可以有效的执行通用的国际良好 EHS管理

实践和 EHS标准。 
 

管理系统是一整套的流程和实践，用来执行公司的制度，规范行为和活动，保持合

规，并在实现商业目标的同时不断进行提升。管理体系的目的是使用一致的制度和

流程来评估和控制风险。这可以在保护公司名誉、控制成本的同时，避免、最小化

或减轻其环境影响、用工风险和社区风险。监管部门和 EPC承包商的客户（包括

投资人及贷款人）一般会对管理体系有一定的要求。管理体系最常见的模型是

PDCA模型，即计划（P）- 执行（D）- 检查（C）- 纠正（A）。模型中循环往复

的步骤包括： 

•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制定为达到的结果所需的目标和流程。 
•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计划和开展流程（报告的数据收据
在此步骤完成）。 

•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对结果进行评估，识别趋势、差距和本
质原因。 

• 纠正纠正纠正纠正：对计划进行调整，将执行中获得的经验
用于计划来弥补差距实现持续进步（亦可包含

“整改项”）。 
 

PDCA模型应当同时运用到战略和战术层面。战略层面，即整个管理体系自身；战

术层面，即本文第四章探讨的良好实践。本模型符合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以及其它国际标准组织的指引（参考附录 B获得更多的内容和信息）。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2015年刚刚进行了更新，其内涵仍遵从此 PDCA模型

（见图 2）。 

图图图图 2 更新后的更新后的更新后的更新后的 ISO 14001:2015体系框架体系框架体系框架体系框架 

 
 

根据这个更新后的体系框架，一个组织或者项目体系的建立，需要明确内部问题和

外部问题，理解和明确立意相关方的期望和需求，识别既定的目标结果，并包括提

升环境绩效水平。体系的核心是领导层。企业的领导层需要致力于将环境管理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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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治理的体系之中，向员工传达其重要性，并在项目的整个周期不断的促进进

步。 
 

在设计和开发项目施工期管理体系时，需要考虑以下的与项目运行维护期管理体系

的不同：i）施工期持续时间较短（一到五年）；2）施工期经常发生变更的特点，

包括不断加入的设计变化和调整；3）项目业主、EPC承包商和分包商共同承担责

任；4）一群希望自己的期望被满足以及项目风险被控制的利益相关方。管理体系

的制订需要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 
 

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的案例分享详见附录 A。 

5.1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领导力和责任领导力和责任领导力和责任领导力和责任 

 

在大多数情况下，施工阶段项目业主对项目履行环境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负有最终责任，并将具体操作执行的责任交给项目的 EPC 承包商或总包商。因此，

在项目的 EPC总包合同中加入适当的条款，要求承包商遵循项目投资人或者贷款

机构要求的国际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此外，EPC合同应当明确的对以下内容做出规

定：EPC承包商通过管理系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业主对承包商其它的特别

的要求、承诺、限制和标准等，以及要求承包商对分包商进行管理使其符合总包商

需遵循的标准的要求。EPC承包商需要在其竞价过程中考虑以上的因素来构建项目

执行团队，选择分包商并对其资源和预算进行计划。 
 

同时，项目业主也应履行其作为项目主人的责任。这通常通过向 EPC承包商提出

最基本的 EHS管理要求（“业主要求”），并开展项目业主对 EPC承包商 EHS绩

效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业主管理方案”）的方式来实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项目业主针对环境影响评价中某特定具体事项直接负责的情况也很常见；这

通常涉及到社区关系以及 EPC合同未进行约定的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这包括借

贷机构和投资人的具体要求。 
 

如图 3所示，项目生命周期内 EHS责任人在不断变化。项目可研阶段，ESHIA编

制和报批时，项目业主和其 ESHIA编制单位负责风险识别和应对措施的制定。施

工建设阶段，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根据 ESHIA结果制定的管理方案，项目 EPC

总包商负责制定和执行管理体系来对其行为进行管理。但是，根据施工合同的不同，

法律责任在项目业主、EPC总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分配会有不同。施工结束后，通

过恰当的方式将管理体系移交给项目的运营单位是非常重要的。移交可能会包括审

计报告、管理层评估会会议记录的传递，以及运营单位相关人员跟随 EPC相关人

员工作的学习过程。 

图图图图 3 项目生命周期的项目生命周期的项目生命周期的项目生命周期的 EHS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管理体系应当在施工开始前架构完成，并综合参考影响评价结果、当地法律法规、

业主所做承诺、企业制度和标准。图 4 给出了标准的管理体系包含的元素，这些元

素是相关的。每个元素同等重要，均作为 PDCA循环的一个环节，来帮助评估、

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 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退役退役退役退役

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 EPC承包商承包商承包商承包商 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运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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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不断的改善环境和社会绩效水平。可以参考 OHSAS18001: 2007，将职业健

康和安全的管理纳入到管理体系当中。 

图图图图 4 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元素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元素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元素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元素 

 
来源：IFC,2014 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执行手册：施工期 

5.2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开展计划开展计划开展计划开展计划 

 

施工阶段项目 EHS管理的计划制定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制定政策，明确目标和限制。这将传达管理体系的目的，为各种行为提
供指导。相关文件会广泛分发给公司人员甚至外部公众。 

• 风险和机遇风险和机遇风险和机遇风险和机遇的识别的识别的识别的识别：根据潜在影响、适用的法规和政策，识别施工建设期与污

染防治、资源效率、职业健康和安全、用工和社区健康安全相关的风险。对风

险的了解是制定和执行合适的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 EHS控制措施所必需的。

风险识别和分级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并考虑项目特有的活动和受体。同

样的，项目开发中涌现的机遇也应在计划阶段进行考虑和明确。 

• 环境影响环境影响环境影响环境影响：为了保证所有的风险和机遇都得到了考虑，项目具体位置、当地环

境和社会状况、项目时间，以及其它与敏感点相关的项目元素都应充分的得到

研究。 

• 合规合规合规合规责任责任责任责任：确保项目能够识别和管理法律规定和其它要求。此项工作通常以制
定和执行许可和合规清单的形式完成。 

• 行动计划和评估行动计划和评估行动计划和评估行动计划和评估：体系在考虑了所有风险和机遇后应当明确其目标。管理方案

和行动计划的制订要以达成这些目标为目的，并且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导。方案

和行动计划应明确绩效考核指标以便于绩效评估。 

5.3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执行、、、、支持和运行支持和运行支持和运行支持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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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的执行要与项目的大小和复杂程度相匹配，即管理体系可以有效的管理和

控制项目的风险和影响。为了保证管理体系足够有效，需要关注以下两个要素：组

织能力和管理程序。 

• 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个人角色和职责需要清晰定义。各岗位的责任人需要经过

相应培训，具备相应的足够的经验。为责任人配备完成其职责所需的资源和权

限。承包商内部、承包商与业主之间、业主内部的管理架构、汇报层级需要清

晰明确。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高胜任工作的能力。通过制度和记录的形式明确

角色、职责、培训以及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 

• 管理程序管理程序管理程序管理程序（（（（运行运行运行运行））））：具体的程序和计划需要覆盖项目相关的问题和风险（如第

四章列出的风险）。一个有效的程序需要识别出“什么”、“谁”、“为什

么”、“何时”、“如何”这些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以制度或者作业指导书

（SOP）的形式加以规定。执行进度与既定的目标比较，这些目标作为绩效考

核关键业绩指标（KPI）进行考核和记录。管理程序应当控制计划中的变更并

以适应性管理的方式评估计划外变更造成的后果。管理程序需要涵盖项目的整

个生命周期，并包括外包流程的管控、供应链管理、产品设计开发、运输、使

用以及处理处置的整个周期。 

5.4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绩效评估绩效评估绩效评估绩效评估 

 

管理程序和计划需要包括清晰的监测制度以监测、衡量、分析和评估 EHS绩效表

现。本步骤的目的是通过监测和审计来评估在 KPI中有明确界定的职责和期望的执

行状况和绩效表现。监测数据需及时有效以指导决策，并完善的被记录且可供审计。

监测结果需与法律法规或国际通行的标准或限值进行对比。 
 

除以上监测外，管理体系还应当有申诉机制，以收集和处理来自于外部的有关绩效

和问题的反馈。此外，高级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监管部门、项目业主、投资

人）汇报则要求建立完善的报告机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真实的量化的反应 EHS

绩效水平。管理层评估是根据 EHS 绩效趋势在风险和机遇中引起变化的重要环节。

评估的结果用来战略性的指导体系的发展方向。 

5.5 纠正纠正纠正纠正：：：：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上述检查和报告机制可以有效地向高级管理层反应现行体系的有效性，从而可以通

过调整和优化达成既定目标并进一步完善体系。需要定期向管理层报告体系情况，

管理层（包括 EHS智能之外的管理层）至少一年召开一次会议，探讨管理体系调

整和进步的机会。在策略层面，一旦发现不合规情况，需要对其立即进行纠正，并

分析本质原因进行整改。分析本质原因一般采用“五个为什么”的方法。例如：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泄漏泄漏泄漏泄漏会发生会发生会发生会发生？？？？ 油从储罐中漏出油从储罐中漏出油从储罐中漏出油从储罐中漏出 

2. 为什么储罐会漏为什么储罐会漏为什么储罐会漏为什么储罐会漏？？？？ 维护不足维护不足维护不足维护不足 

3. 为什么维护不足为什么维护不足为什么维护不足为什么维护不足？？？？ 相关负责人员不清楚怎样维护相关负责人员不清楚怎样维护相关负责人员不清楚怎样维护相关负责人员不清楚怎样维护 

4. 为什么负责人员没有相关知识为什么负责人员没有相关知识为什么负责人员没有相关知识为什么负责人员没有相关知识？？？？ 培训不足培训不足培训不足培训不足 

5. 为什么培训不足为什么培训不足为什么培训不足为什么培训不足？？？？ 新员工入职没有进行培训新员工入职没有进行培训新员工入职没有进行培训新员工入职没有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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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健康及安全措施健康及安全措施健康及安全措施健康及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帮助企业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帮助企业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帮助企业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帮助企业发展发展发展发展 

积极管理公司财务及声誉风险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在拉

美及加勒比地区，忽视 EHS及社会风险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活动造成严重

的威胁，导致项目延误、成本超支、项目失败等问题，并失去未来的商业投资机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投资机会，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每年

与中国企业共享大量利润收益。同时，该地区国家也密切关注着投资项目的环境社

会相关绩效，需要进行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方能获得环境社会许可，进而在该地区

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进一步发展。 

 

本技术指引当中介绍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 EHS绩效管理的原则。尽管每个项目

都有其具体的情况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但是这些案例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则，

即进行详细的准备工作、耐心地听取、认真对待抱怨申诉，以及尽早地将利益相关

者纳入其中考虑。在海外国家的投资活动往往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根据

我们在不同地区、对不同公司的咨询经验，这些风险和挑战可以得到缓减和解决。

倘若一个企业能够建立扎实的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广泛的内部基础，知晓应对这些

风险和挑战的措施具备实施能力，则该企业将能获得最佳的机会拓展其海外业务机

会，促进全球业务的成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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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案例分析环境管理案例分析环境管理案例分析环境管理案例分析 

 

Red Vial 4收费公路项目收费公路项目收费公路项目收费公路项目，，，，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Red Vial 4收费公路项目包括现有 283公里的双车道至四车道收费道路的翻修、扩建和运行。该道路沿着位

于秘鲁北部海岸的泛美公路。秘鲁共和国的主管机关-交通和通信部（MTC）向 Autopista del Norte 

(AUNOR)发放了 25 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由一家 EPC 承包商 OHL Concesiones 负责建设。项目的运营

（即道路维修、收费、顾客服务）方为 Operadora de Carreteras (OPECAR) 。AUNOR, OHL and 

OPECAR均隶属 OHL集团。 

该项目的分段施工计划决定了其修成一段便投入运行一段，因此施工和运营活动并存。同时，由于分段推

进施工，营地、采石场、仓库和废弃物储存处等配套设施也须随之迁移，故而需要不断地安装、拆除这些

设施。 

环境管理体系 

为了充分有效地管理项目的环境绩效，符合环境许可要求，AUNOR 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最终环境许可责任

方和贷款要求履行方，将环境管理的责任交给了其 EPC承包商（OHL）以及收费公路运营商（OPECAR），

并保留了对其的监督权。OHL 负责按照施工合同中的要求，在项目施工活动中实施环境管理方案（EMP）。

OHL依照 ISO 14001:2004, OHSAS 18001: 2007及 ISO 9001:2008的要求建立了综合管理体系（IMS），并

通过了专业公司的认证。OHL 公司的综合管理体系（IMS）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管理方案的相关要求、

OHL集团公司标准，以及贷款人的要求相符合。同时，OPECAR也遵循一套 IMS（即 ISO 9001:2008, ISO 

14001:2004 及 OHSAS 18001:2007）并和 OHL 一样都符合相关要求。考虑到施工和运营同时进行，

OPECAR 和 OHL 共同就项目的环境、社会、健康及安全方面的事项协调努力。其中就包括每周的协调会

议、联合应急响应机制、社区联动、废弃物的有效管理。 

固体废弃物及危险物质管理 

建筑工地及营地会产生固体废弃物及危险物质，包括工业废弃物（如金属废料、纸板等），以及设备维修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如废机油等）。在给车辆添加燃料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燃料/燃油的意外泄

露。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阶段，该项目在确保实施废弃物及危险物质管理程序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通

过 OHL 的废弃物管理体系，这些措施与良好的国际行业实践保持一致，包括：在施工现场和营地设置充足

的指示牌，通过不同颜色的储罐对各类废弃物进行分离；向所有工人进行废弃物管理培训，提高其相关意

识；每月对危险物质及非危险物质进行监测并持续记录；将危险废弃物储存在密封加盖、标有指示牌的安

全防护区；只有获得授权的工作人员才能进入危险废弃物储藏区；危险废弃物和非危险废弃物均交由经认

证的第三方处理公司（EPS-RS）运输，在经认证的废弃物填埋场进行处理，并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监管、

定期检查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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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虎能源公司美洲虎能源公司美洲虎能源公司美洲虎能源公司，，，，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美洲虎能源公司（JEG）聘请中机新能源公司（CMNC）负责建设其在危地马拉埃斯坤特拉的

300MW 煤电项目。项目计划投资 7 亿美金，预计于 2013 年投产。2013 年 12 月，由于项目建设数度延误，

JEG取消了与 CMNC的合同（Central America Data, 2013）。项目因此停工一年，并在法律成本、新招投标、

投产推迟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报道项目重新开工至最终建成多花费了 4亿美金（E&N, 2014）。工期

的推迟险些造成项目失去与危地马拉能源（Energuate）的电力上网合同（Central America Data, 2015）。

2015年 6月，又有新闻爆出项目向危地马拉政府官员行贿 1.2亿美金，用于清除阻碍项目施工的法律和环

境障碍（Deutsche Welle, 2015）。同月，由于项目附近 San Miguel de las Flores镇居民投诉项目非法倾倒锅

炉废水造成 La Mora河水质污染鱼类大量死亡，危地马拉公安部门对此项目进行了突击检查（Prensa Libre, 

2015）。直至 2015年末，该项目的前途未卜。 
         

 
 
 
 
 
 
 
 

来源：Prensa Lib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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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案例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案例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案例分析职业健康安全案例分析 

Constancia采矿项目采矿项目采矿项目采矿项目，，，，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Constancia 采矿项目位于秘鲁库斯科，是 Hudbay 矿业（一家加拿大采矿公司）全资投资的项目。该项目

包含一个露天铜银钼矿、一个选矿厂和尾矿库。项目于 2012 年开始施工并于 2014 年底完工，商业运营则

始于 2015年底。Hudbay公司高度重视职业健康安全，并将其纳入到集团 EHS政策中。在矿区施工阶段，

员工数量最多达到 7000多人，总工时高达 3860万小时，但仅发生了 14起工时损失事故且其中并无死亡事

故。2014 年，Constancia 项目（包括其 EPC 承包商）还记录了工时损失事故（LTA）的发生频率。

Constancia 项目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良好表现，反映了所有施工人员尤其是 EPC 承包商对安全文化的重

视。除了按良好国际行业实践（GIIP）采取职业健康安全措施之外，Constancia 还制定并实施了专门的程

序和措施，其中包括： 

• 采用积极的安全系统，注重通过各层级的职业健康安全讨论来提高员工的参与度，以更好识别和管控

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 通过综合信息系统来记录、调查并监测所有事故。 
• 对项目车辆安装 GPS定位仪来监控车速和路况；对所有司机提供防御性驾驶培训。 
• 为缺乏施工作业经验的本地员工量身打造职业健康安全培训。 
• 进行信息披露，如利用午饭时间与员工沟通，在公告栏上公布相关信息等。 
  

为延续其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卓越表现，Constancia计划在投产运营两年之内获取 OHSAS 18001证书 

 

（所有信息和照片来源于 Hudbay的官方网站和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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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露天铜矿四名工人死亡南美洲露天铜矿四名工人死亡南美洲露天铜矿四名工人死亡南美洲露天铜矿四名工人死亡 

南美某扩建中的铜矿在 2010 至 2012 年建设和运行期间记录了四起人员死亡事故，包括一名承包商员工被

火车撞击死亡（移动机械装置）；一名矿工被由卡车压塌的开采作业面掩埋死亡（物体打击、受限空间、

移动机械装置，以及其它危害）；一名公司员工在修建到矿山道路时坠落死亡（高空作业）；一名员工被

钢板击中挤压死亡（物体打击）。在建设开始前，三个矿山工会均建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展开工会与公司

管理层的对话，每三个月定期讨论安全问题。在第四起死亡事故发生时，这样的会议仅召开一次。最后一

次事故发生后，工会要求恢复安全会议并开除公司的安全经理。在讨论最后一次事故（钢板坠落）时，安

全经理将责任归咎于当值领班。但是，随后调查发现，事故发生时，没有领班专门负责事故区域的工作。

同时，由于现场专职工人人数不够，管理层从别的部门借调工人来从事辅助工作。借调来的工人并未参加

过从事相关工作及其潜在的安全危害的培训。落石致死事故原因分析显示事故区域曾经发生过多起类似事

故，但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区域进行加固，或者限制重型设备在开采面边缘上工作。总的来看，由于

该企业管理层的疏忽，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两年内发生了四起本可避免的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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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安全案例分析社区健康安全案例分析社区健康安全案例分析社区健康安全案例分析 

Alto Maipo 水电项目水电项目水电项目水电项目，，，，智利智利智利智利 
 
Alto Maipo 水电项目是一个装机容量达 531 MW的径流式水电站，位于智利圣地亚哥以东 50公里。该项

目为 Alto Maipo SpA公司所有（AES Gener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水电站由两家主要承包商，Hotchief

和 Strabag承建。项目要求建设长达 31公里的进场道路，且会借用现有的公路。此外，考虑到项目位于都

会区，并需遵守都会区空气污染防治计划（PPDA），该项目需按其 PM10排放量的 150％来进行补偿。 为

防止对社区健康和安全造成影响（如交通事故、滋扰、干扰旅游业、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该项目在

建设阶段实施了一系列设计上的管控、缓解措施和管理手段。这些措施包括：使用了一套交通模拟模型来

确定项目的施工对该地区的影响；根据利益相关方的咨询结果调整相应的管理措施；利用改造现有公路来

最大限度地避免建造新公路；项目相关交通运输的日程安排尽量避开了周末时间，因为此时路上多有游客

和当地居民；空气质量补偿要求通过在项目区域铺设长达 22公里的公路来实现；贮水车在项目涉及道路上

喷洒废水来减少扬尘。此外，一名专业顾问每两个月会对项目区域的指定路口进行交通情况的监控。 

然而尽管实施了上述措施，施工开始进行后项目人员还是收到了附近社区成员就交通安全方面的几起申诉。

此外项目需符合国际贷款银行的相关要求，即交通安全措施需得到进一步强化。基于上述情况，项目又出

台了一系列额外的交通安全措施：如对所有员工进行了交通安全意识培训并对司机进行了专门培训；对员

工和周边社区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题活动；在项目车辆（包括承包商车辆）上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GPS）

且该系统直接与一数据库相连供健康安全团队成员实时监控；通过系统对超速现象进行报告，先对司机进

行提醒并且分辨该司机是否曾有超速行为；与交通执法部门协调并加强交通标识的设置；建立了一套专门

的交通相关问题的申诉机制并且在监控参与计划中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交通监督大队，该大队由社区中的女

性成员组成，她们经过培训后能够使用测速仪并识别出项目车辆。这些措施的执行减少了超速累犯现象，

并且减少了交通相关的申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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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案例研究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案例研究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案例研究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案例研究 

秘鲁液化天然气秘鲁液化天然气秘鲁液化天然气秘鲁液化天然气（（（（PLNG））））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近年来，私营企业逐渐认识到与利益相关方关系不佳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与其建立良好关系所能带来的

契机。纵观各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懂得利益相关方参与重要性的企业在项目整个过程中收获到了因加强风

险管理而带来的收益。 

挑战：秘鲁液化天然气（PLNG）在南美投资建造的第一个液化天然气工厂正是一个备受瞩目却又面临诸

多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项目案例。该厂始建于 2007 年，斥资达 38 亿美元，当时是秘鲁最大的工业项目。项

目经过了 35 个安第斯社区，这些社区大都位于偏远的高原地区。其中一些社区基于之前的经验对管线项目

存有负面印象。PLNG 的挑战在于既要解决社区的持续顾虑并且还要将社区纳入到健康环境和社会风险监

控的流程中来。 

方法：在管线建设阶段（2008-2010），PLNG 引入了一种独特的监控参与项目，这也是秘鲁第一次在管线

建设阶段开展此类项目。该社会和环境监控参与计划（西班牙语缩写为 PMSAP）由 ProNaturaleza（一家

著名的当地 NGO，该 NGO 具有多年类似项目经验且受过国际金融公司咨询部门技术上的指导）负责实施。

ProNaturaleza 雇佣了居住在管线周边社区的 82 位居民来监督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监控人员接受了环

境问题方面的大量培训，如水土流失、土壤质量、废弃物管理、污染防治等。在整个监控过程中，PLNG

与当地社区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并且依靠当地社区的反馈持续改进他们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表现。 

PMSAP的设定和反馈机制不断更新。PLNG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也在监控参与计划的努力下不断提

升。PLNG 在监控计划中十分重视社区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将影响监控计划的设定。此外，监控参与计划

的数据和设定也得到了持续测试和改进。例如，PLNG 分析数据后发现有一些特定问题经常在问卷的“其

他问题”一栏上被提及；这也就说明将这一问题增加至新的一栏的必要性。监控者也会定期向

ProNaturaleza 技术人员提出其他有关数据问题的想法。收集了监控者们的信息后，ProNaturaleza 会对行

动计划进行修改或更新。此外，PLNG 针对监控者提出的问题点进行回复或调整后将由监控者最终认证通

过。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2013 



      

 附录 B-1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B 
 

 

EHS法规参考法规参考法规参考法规参考 
 

  



      

 附录 B-2  

 

表表表表 B-1 样本国家主要样本国家主要样本国家主要样本国家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MMA 

环境部环境部环境部环境部 
环境部致力于促进环境保护与生

态恢复以及资源可持续利用工作

的推进。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 
Bloco B CEP: 70068-900 - 
Brasília/DF 
+(61) 2028-1057 
www.mma.gov.br 

CNRH 

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 
监督立法、许可及水资源相关的

项目分析工作。 
SEPN 505 – Lote 2 – Ed. Marie 
Prendi Cruz  
 1º andar – sala 108 CEP: 70730-
542 
+(61) 2028-2075/2076 
www.cnrh.gov.br 

CONAMA 

国家环境理事会国家环境理事会国家环境理事会国家环境理事会 
负责国家环境体系

（SISNAMA）中的协商及审计

的机构，针对存在潜在污染的活

动制定相关的标准和准则。 

Edifício Sede do Ministério do 
Meio Ambiente,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 Bloco B, 9º andar, 
sala 950 
 70068-901 - Brasília/DF 
 +(61) 2028-2207 
www.mma.gov.br/port/cona
ma/ 

IBAMA 

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

源署源署源署源署 

保护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并保障生活环境的质量。 
Trecho 2 - Ed. Sede - Cx. Postal 
nº 09566 - CEP 70818-900  
Brasília-DF  
+(61) 3316-1212 
www.ibama.gov.br/ 

MAPA 

巴西农业巴西农业巴西农业巴西农业、、、、畜牧业和畜牧业和畜牧业和畜牧业和

食品供应部食品供应部食品供应部食品供应部 

负责有关农业经济发展及农业领

域行业服务规范的政策及法规制

定。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 
Bloco D - Brasília/DF - CEP: 
70.043-900  
+(61) 3218-2828 
www.agricultura.gov.br 

MME 

矿产能源部矿产能源部矿产能源部矿产能源部 
主要致力于有关地质、矿产、能

源方面的政策和立法工作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U" - Brasília - DF 
CEP:70.065-900 
+(61) 2032-5555 
www.mme.gov.br/en/web/gu
est 

DNPM 

国家矿产部国家矿产部国家矿产部国家矿产部 
促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规划及实

施，同时确保矿产开发活动符合

相应的法规规定。 

S.A.N. Quadra 01 Bloco B CEP: 
70041-903 - Brasília – DF 
+(61) 3312-6666 
www.dnpm.gov.br 

ANP 

国家石油国家石油国家石油国家石油、、、、天然气和天然气和天然气和天然气和

生物燃料管理局生物燃料管理局生物燃料管理局生物燃料管理局 

制定石油、天然气及生物燃料行

业相关规范，并负责相关的许可

及检查工作。 

Rio Branco, 65 / 22º andar - 
20090-004 - Rio de Janeiro – RJ 
0800-970-0267 
www.anp.gov.br/ 

MTE 

劳工与就业部劳工与就业部劳工与就业部劳工与就业部 
促进有关就业、培训、工人安全

及劳动关系现代化的政策及指导

条例。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F CEP: 70056-900 
Brasília – DF 
+(61) 2031-6000 
www.mte.gov.br 

DSST 规划并协调环境监测及工作条件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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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 

工作安全与健康部工作安全与健康部工作安全与健康部工作安全与健康部 相关事务，并保障劳工生命与健

康。 
 Bloco F - CEP: 70056-900 
 Brasília – DF 
+(61) 3317-6672  
(no website) 

SIT 

劳动监察部劳动监察部劳动监察部劳动监察部 
对工人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和促

进工人的安全、健康和发展，同

时提出适当的规定以规范相关行

为。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F - CEP: 70056-900 
 Brasília – DF 
+(61) 3226-9353 
(no website) 

MT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负责制定、协调并监

督道路、铁路及水路运输相关的

国家政策。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R" CEP: 70.044-902 - 
Brasília/DF 
+(61) 2029-7000 
www.transportes.gov.br/ 

MinC 

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 
促进当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表

达，并保护历史文化及考古文化

的传承。 

Sede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B, Térreo 
CEP: 70068-900 – Brasília/DF 
+(61) 2024-2022  
www.cultura.gov.br 

FUNAI 

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 
保护和促进巴西土著居民的权

利，并促进土著人民的可持续发

展。 

SBS Quadra 02 Lote 14 Ed. 
Cleto Meireles CEP: 70070-120 - 
Brasília/DF    
+(61) 3247-6000 
www.funai.gov.br 

MS 

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 
保护、促进人口健康发展，提高

生活质量。 
Esplanada dos Ministérios 
Bloco G  Brasília-DF / CEP: 
70058-900  
+(61) 3315-2425 
http://portalsaude.saude.gov.
br/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SEMARNAT 

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

处处处处 

秘书处负责制定保护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的法律框架，并制定环境

影响与风险、废弃物、大气排

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个环境

相关方面的政策和指南。 

Blvd. Adolfo Ruiz Cortines # 
4209 Col. Jardines en la 
Montaña, Deleg. Tlalpan 
Distrito Federal C.P. 14210 
 +(55) 5490-0900 
www.semarnat.gob.mx/ 

ASEA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和环境署和环境署和环境署和环境署 

负责与油气行业安全和环境保护

相关的所有事务的管理及监管工

作。 

Melchor Ocampo 469, Col. 
Nueva Anzures, Delegación 
Miguel Hidalgo, Distrito 
Federal. C.P. 11590 
+(55) 9126 0100 
www.asea.gob.mx/ 

CONAGUA  
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国家水资源委员会 

环境和自然资源秘书处下设的部

门之一，负责对全国范围内的水

资源进行管理、调节、控制及保

护。制定取水及废水排放相关标

准，并设定相关参数。 

Av. Insurgentes Sur # 2416, 
Col. Copilco el Bajo, Deleg. 
Coyoacán Distrito Federal C.P. 
04340 
+(55) 5174-4000 
http://smn.cna.gob.mx/ 

CNH 

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

会会会会 

负责国内碳氢化合物各项勘探和

开采活动的管理、监测及评估工

作。 

Vito Alessio Robles 174, 
Delegación Álvaro Obregón, 
Col. Florida, Distrito Federal. 
C.P. 01030 
+(55) 1454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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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 

www.cnh.gob.mx/ 
PROFEPA  
联邦环境保护署联邦环境保护署联邦环境保护署联邦环境保护署 

负责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合

规性监测，并对不合规的个体或

企业进行法律处置（即罚款、关

停、逮捕）。 

Carretera Picacho-Ajusco 200, 
Col. Jardines en la Montaña 
Del. Tlalpan. Distrito Federal. 
C.P. 14210 
+(55) 5449-6300  
www.profepa.gob.mx/ 

SEMAR  

墨西哥海军部墨西哥海军部墨西哥海军部墨西哥海军部 
负责组织、监督墨西哥海军，以

及保护墨西哥水域。 
Heroica Escuela Naval Militar 
Núm. 861. Col. Los Cipreses, 
Del. Coyoacán. Distrito Federal 
C.P. 04830 
+(55) 5624-6500 
www.semar.gob.mx/ 

PROMAM  

海洋环境保护局海洋环境保护局海洋环境保护局海洋环境保护局 
海军部的分支机构，负责组织及

评估各个项目的进展，从而防

止、控制海洋及沿海水域的污染

问题；同时负责管理向海洋倾倒

废弃物及其它材料的许可证。 

Eje 2 Ote. Tramo Heroica 
Escuela Naval Militar Núm. 
861. Col. Los Cipreses, Del. 
Coyoacán. Distrito Federal. CP. 
04830 
+(55) 5624-6500 
http://digaohm.semar.gob.mx
/promam.html 

SCT 

通信和交通部通信和交通部通信和交通部通信和交通部 
负责各类已知、未知的交通运输

方式的管理、控制及规范，以及

各类运输方式的使用（包括危险

品和废物的运输）。通信和交通

部管控无线电频率和联邦道路

（包括桥梁和公路）的总体使用

量。 

Avenida Xola, esquina con Eje 
Central, S/N, Col. Narvarte, 
Del. Benito Juárez. Distrito 
Federal C.P. 03020 
+(55) 5723-9300 
www.sct.gob.mx/ 

SEDATU  
农业农业农业农业、、、、领土和城市发领土和城市发领土和城市发领土和城市发

展秘书处展秘书处展秘书处展秘书处 

秘书处负责公共土地管理政策的

规划、协调、管理、制定及执行

工作，确保城乡发展，同时为农

业定居点提供法律上的认可。 

Av. H. Escuela Naval Militar 
#669, Col. Presidentes Ejidales, 
2a Sección. Del. Coyoacán 
Distrito Federal. C.P. 04470 
+(55) 5624-0000 
www.sedatu.gob.mx/sraweb/ 

SENER  

能源秘书处能源秘书处能源秘书处能源秘书处 
负责各类能源（燃料、电力、放

射性材料）的控制、管理及规

范。同时还管理能源勘探及使用

过程中的特许经营权。 

Av. de los Insurgentes Sur 890, 
Col del Valle Centro, Benito 
Juárez. C.P. 03100  
+(55) 5000-6000 
www.energia.gob.mx/ 

SEDENA 

国防部国防部国防部国防部 
国防部负责墨西哥的国防及军事

教育，组织军队，保障国家领土

安全，以及帮助民众应对灾害性

事件。同时，国防部还负责管理

爆炸性物质的贮存及使用。 

Blvd. Manuel Ávila Camacho 
S/N. Esq. Av. Ind. Mil., Col. 
Lomas de Sotelo; Deleg. Miguel 
Hidalgo. Distrito Federal C.P. 
11200 
+(55) 2122-8800 
www.sedena.gob.mx/inicio 

SSA 
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 

控制、调节和管理国家的卫生政

策及法规；促进卫生服务、宣传

活动及信息的推进和实施；并为

一般性人群及某些特殊的工作场

所（例如食品及卫生设施）制定

卫生指导方针。 

Calz. de Tlalpan 4492, 14050 
Ciudad de México, D.F. 
+(55) 5655-1825 
http://portal.salud.gob.mx/ 

COFEPRIS 
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

隶属于墨西哥卫生部，负责各项

卫生设施及装置的控制和监督工

Oklahoma 14, Col. Nápoles, 
Delegación Benito Juá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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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员会员会员会 作；负责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环境

因子的预防和控制；同时负责规

范化肥、农药、有害物质及药品

等产品的进出口及相关服务。 

México, Distrito Federal. C.P. 
03810  
+(55) 5080-5200 
www.cofepris.gob.mx/Paginas
/Inicio.aspx 

CNSNS 
国家核安全和保障委国家核安全和保障委国家核安全和保障委国家核安全和保障委

员会员会员会员会 

隶属于能源秘书处，负责管理有

关核能、放射性装置及设施的法

律规定的落实，从而确保这些物

质的进出口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性。为涉及到核能使用的项目提

供授权和批准。 

Dr. José Ma. Barragán No. 779, 
Colonia Narvarte. Del. Benito 
Juárez. México, Distrito 
Federal. C. P. 03020 
+(55) 5095-3200  
www.cnsns.gob.mx/ 

STPS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负责制定有关劳工关系与合同的

法律框架，调解程序和工作方

法，促进职业培训，并制定健康

及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标准。 

Av. Anillo Periférico Sur 4271, 
Col. Fuentes del Pedregal, 
Tlalpan 
Distrito Federal C.P. 14140  
+(55) 3000-2100 
www.stps.gob.mx/bp/index.h
tml 

联邦劳动监察局联邦劳动监察局联邦劳动监察局联邦劳动监察局 负责劳工标准及法律的实施及其

合规性监测，从而提高合规性、

保障工人健康、并改善工作环

境。 

Anillo Periférico Sur 4271, Col. 
Fuentes del Pedregal, Tlalpan 
Distrito Federal C.P. 14140 
+ (55) 3000-2100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MINAM 

环境部环境部环境部环境部 
秘鲁环境部致力于通过可持续

的、合理的、符合伦理的使用方

式来保护环境，因为它是社会、

经济和个人发展不可获取的重要

部分。秘鲁环境部是国家环境政

策的管理机构。 

Av. Javier Prado Oeste 1440  
San Isidro, Lima  
+(511) 611-6000 
www.minam.gob.pe 

OEFA 

环境评估监察局环境评估监察局环境评估监察局环境评估监察局 
负责环境相关事务的审计、监

管、控制及制裁的专业技术机

构。 

República de Panamá  
3542 San Isidro, Lima 
+(511) 713-1553 
www.oefa.gob.pe 

SERNANP 

国家保护区服务局国家保护区服务局国家保护区服务局国家保护区服务局 
负责管理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政府

部门，决定自然保护区内各项活

动的范围，并提供综合性的技术

建议。 

Calle 17 355 
San Isidro, Lima 
+(511) 717-7500 
www.sernanp.gob.pe/sernanp 

MINEM 

能源与矿产部能源与矿产部能源与矿产部能源与矿产部 
秘鲁能源矿产部负责所有电力、

能源及矿产部门各项活动的监管

工作。 

Av. Las Artes Sur 260 San 
Borja. Lima  
+(511) 411-1100 
www.minem.gob.pe/ 

MTC 

交通通信部交通通信部交通通信部交通通信部 
负责管理交通及通信领域的各项

活动。 
Jr. Zorritos 1203  
15082, Lima  
+(511) 615-7800 
www.mtc.gob.pe 

DGASA 

社会及环境事务司社会及环境事务司社会及环境事务司社会及环境事务司 
负责监管交通通信部各项活动的

社会及环境影响。 
Jr. Zorritos 1203  
15082, Lima  
+(511) 615-7800 anexo 3400 
www.mtc.gob.pe/transportes/
socioambientales/contactenos.
html 

MINAGRI 农业与灌溉部负责管理全国范围 Jr. Yauyos 258 –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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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 

农业与灌溉部农业与灌溉部农业与灌溉部农业与灌溉部 内各部门的农业相关活动，并进

行监测和评估，从而对可再生自

然资源进行更有效地保护、利用

和管理。 

+(511) 209-8800 
www.minagri.gob.pe 

DGFFS 

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

管理局管理局管理局管理局 

负责与森林及动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相关的政策、战略、准则、规

划及项目的推广实施。 

Calle Diecisiete 355- Urb. El 
Palomar - San Isidro, Lima 
+(511) 225-9000 
(no website found) 

ANA 

国家水务局国家水务局国家水务局国家水务局 
负责水资源综合利用及管理的各

项规范和程序制定。 
Calle Diecisiete 355- Urb. El 
Palomar - San Isidro, Lima 
+(511) 224-3298 
www.ana.gob.pe 

MINSA 
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 

卫生部负责国内民众的卫生健康

与安全相关事务。 
Av. Salaverry 801  
Jesús María, Lima  
+(511) 315-6600 
www.minsa.gob.pe 

DIGESA 

环境卫生司环境卫生司环境卫生司环境卫生司 
负责管理基础卫生、职业卫生、

食品卫生、传染病及环境保护相

关事务。 

Las Amapolas 350 Urb. San 
Eugenio, Lince, Lima  
+(511) 631-4430 
www.digesa.sld.pe 

MTPE 

劳动和就业促进部劳动和就业促进部劳动和就业促进部劳动和就业促进部 
负责促进就业，并保证就业者在

工作中的基本社会权益。 
Av. Salaverry 655 – Jesús María 
- Piso 7, Lima 
+(511) 332-4747 Anexo: 231 
www.trabajo.gob.pe 

MINCU 

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 
文化部负责管理秘鲁的文化遗

产，包括对考古工作的授权以及

涉及到土地干扰、土著居民的活

动的监管。 

Av. Javier Prado Este 2465 
San Borja, Lima  
+(511) 618-9393 
www.cultura.gob.pe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 管理环境保护工作的国家级政府

机构。 
115 Xizhimen Nanxiaojie S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5 China 
+86 10 66556006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理总局理总局理总局 
管理工作安全与职业卫生的国家

级政府机构。 
21 Hepingli N S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713, China 
+86 10 64463104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 负责土地管理以及水资源和土壤

保护的国家级政府机构。 
64 Fuchengmennei S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812, China 
+86 10 66558041 

水利部水利部水利部水利部 管理水资源的国家级政府机构。 2 Baiguanglu Rd Ertiao,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86 10 63202114 

公安部公安部公安部公安部 管理防火安全的国家级政府机

构。 
14 East Chang’an S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商务部商务部商务部商务部 对海外项目及投资进行管理和指

导的国家级政府机构。 
2 East Chang’an S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86 10 65197703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

会会会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是由从事

国际工程承包、人力资源服务及

其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企

2 Dongzhimen Nei S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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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联系信息 

业自发形成的组织。 +86 10 59765260 
+86 10 59765255 

*注：上表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尽管一般情况下各部级单位和秘书处不会发生变化，但一些分支机构

及专业部门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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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2  重点国家主要重点国家主要重点国家主要重点国家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律及许可要求概述法律及许可要求概述法律及许可要求概述法律及许可要求概述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许可许可许可许可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 环境： 

o 环境部（MMA） 

o 巴西环境与自然资源协会（IBAMA） 

o 国家环境秘书处（SEMA） 

o 国家水资源委员会（CNRH） 

o 国家环境委员会（CONAMA）  
• 劳动： 

o 劳动与雇佣部（MTE） 
o 工作安全与卫生部（DSST） 

• 卫生： 
o 卫生部（MS） 

• 采矿与能源： 
o 矿产与能源局（MME） 
o 国家矿物生产局（DNPM） 
o 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能源局（ANP） 

• 农业： 
o 农业、家畜和供给部 

• 基础设施： 

o 交通部（MT） 

• 国家环保政策 
• 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及其他措施 
• 国家水资源政策及水资源管理 
• 野生生物保护法 
• 原生植被保护法 
• 国家固体废物政策 
• 采矿条例 
• 国家农业政策 

• 环境影响评估 
• 部门许可 
• 初级许可 
• 建造许可 
• 公众咨询 
• 中央、州级和市级许可 
• 水资源利用、废物排入水体、废物排

放、废物生成、砍伐树木等方面的环

境许可。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 环境： 

o 联邦环境与自然资源秘书处（SEMARNAT） 
o 海军秘书处 

o 能源、安全与环境局 

o 国家水资源委员会 

o 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会 

o 联邦环保监察局 

o 海洋环境保护理事会 

• 劳动： 

o 联邦劳动秘书处 

• 卫生： 

o 联邦卫生秘书处 

o 联邦卫生风险防护委员会 

o 国家核安全与保障委员会 

• 能源： 

• 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基本法 
• 气候变化基本法 
• 水资源基本法 
• 废弃物基本法 
• 采矿法 
• 碳氢化合物法 
• 森林可持续发展基本法 
• 联邦劳动法 

• 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 
• 必要时，在受影响地区开展公众咨询 
• 部门许可 
• 国家和地方许可 
• 水资源利用、废物排入水体、废物生

成、废物排放、危险性废物运输等方

面的环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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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法规部门*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许可许可许可许可 

能源秘书处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 环境： 

o 环境部（MINAM） 

o 环境评估与审计局（MINAM） 

o 国家自然保护区（SERNANP） 
• 卫生： 

o 卫生部（MINSA） 

o 环境卫生理事会 

• 劳动： 

o 劳动与劳动力优化管理局（MTPE） 
• 采矿与能源： 

o 能源与矿物部（MINEM） 
o 环境事务理事会-能源（DGAAE） 
o 环境事务理事会-采矿（DGAAM） 

• 交通运输： 

o 交通部（MTC） 
o 社会与环境事务理事会（(DGASA） 

• 农业： 

o 农业与灌溉局（MINAGRI） 
o 森林与野生动物群理事会（DGFFS） 
o 国家水资源局（ANA） 

• 国家环境影响评估系统（ESIA） 
• 环境法 
• 征用法 
• 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法 
•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法 
• 森林与野生动物群法 
• 水资源法 
• 自然保护区法 
• 环境责任法（采矿相关） 
• 环境责任法（碳氢化合物相关） 
•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 
• 卫生基本法 
• 固体废物法 

• 基于公共咨询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 
• 水资源利用、废物排放、废气排放、

废物处理、砍伐树木、危险材料获取

与处理。 
o 部门许可 
o 国家与地方许可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 环境 

o 环保部 

o 国土资源局 

o 水利部 

o 国家森林管理局 

• 劳动 

o 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总局 

• 境外投资 

商务部 

• 环境保护法 
• 环境影响评估法 
• 安全生产管理法 
• 职业病预防与控制法 
• 消防法 
• 水资源法 
• 水土保持法 
• 土地管理法 
• 境外环保指南 
• 投资与合作法  
•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社会责任指导 

• 环境影响评估及其后的竣工验收检查 
• 水土保持计划及其后的竣工验收检查 
• 水资源评估及其后的水资源提取许可 
• 职业疾病风险评估及其后的竣工验收

检查 
• 安全初步评估及其后的竣工验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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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  样本国家主要的样本国家主要的样本国家主要的样本国家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国家环境政策法》n.6.938/1981 及相关规定 8.028/1991，
法令 99.274/1990 

《国际环境政策法》旨在保护、提高并恢复生活环境质量，保障社会经济发

展的条件，并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权利。 

CONAMA 决议《空气质量标准》n. 03/1990 及相关规定
CONAMA n. 08/1990 

确定国家空气质量相关标准和参数，相关规定针对 70MW及其以上的固定源

确立了燃烧过程的最大空气排放量。 

CONAMA决议 n.08/1993及相关规定 CONAMA 18/1986 规定了新型及重型车辆引擎的最大排放量。 

IBAMA n.85/1996拥有自己独立车队的公司应该进行内部的
车辆检查和维修工作规定。 

规定了拥有独立的柴油机车用于货物运输和/或人员交通的公司应该进行内

部的自我规范和车辆维修工作。 

CONAMA 决议 n.382/2006《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相关规定 CONAMA n. 436/2011 

规定了固定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制。 

CONAMA 决议 n.303/2002《永久性保护区的界限、定义及
限制条件》及相关规定 CONAMA n. 302/2002 

设定了永久性保护区的相关参数、定义和限制条件，相关规定概述了人工水

库永久性保护区的参数、定义和限制，并包括了一个强制性的环境发展规划

的制定。 
法律 9.985《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其他措施的国家制度体系》
及相关规定：法令 n.4.340/2002 

有关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其他措施的国家制度体系的相关规定和法律。 

CONAMA 决议：n.369/2006 
提供有关公共事业、社会效益和低环境影响相关实例，并为
清除永久性保护区内的植物提供许可。 

提供允许去除永久性保护区内的植物和/或干预措施的实例。 

 MMA法令：n.09/2007 
识别出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优先区域，并共享巴西生物
多样性的积极效益。 

确定进行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效益共享的优先区域，并对优先区域清单进行

不断更新。 

法律 n.5.197/1967，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及其他措施的规定 
为野生动物（筑巢、庇护、及自然繁殖）提供保护，并禁止对某些野生动物

进行利用、破坏、狩猎及捕获的行为。 

MMA规范裁决 n.03/2003 负责对国家濒危动物物种清单进行更新。 

 IBAMA规范裁决 n.146/2007 

针对环境许可证中识别出的野生动物（可能）受到当地项目活动影响的地

区，设立相关的标准以更好的对野生动物（调查、监测、救援、恢复和处

置）进行管理。 

法律 n.11.428/2006，大西洋森林生物群落原生植被的开发
利用与保护，及相关规定/法律：法令 n.6.660/2008, 法律 n. 

有关大西洋及其它地区森林群落原生植被综合利用与保护的法律。相关的法

律规定了巴西境内原生植物保护相关的事宜，并通过相应的森林法案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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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12.651/2012, 法律 n.12.727/2012    利用、采伐、原始森林资源供应、森林产品及森林火灾防控进行相关规定。 
SEMA/STC/CRS规范裁决 n.01/1983 阐述了多氯联苯和/或受到多氯联苯污染的废弃物的储存及运输条件 
法令 n. 24.643/1934《水利法规》，及相关规定：法律 n. 
852/1938 

巴西水资源基本法。公共水资源的利用需得到行政许可或批准，而私有财产

业主可在不损害当前水资源使用状况的情况下使用其私有土地内的地下水。 

MINTER法令 n. 124/1980《潜在水污染型工业转移准则》 

禁止在距离水道 200米以内的地方发展可能导致水污染的工业或存放可导致

水污染的物质。法令还要求在相关地点安装可储存污染物的控制装置。 

ABNT NBR n. 9.897/1987液体废物及受体规划与取样程序 设立废水与水体取样的条件。 
CNRH决议 n. 16/2001 
 

制定水资源利用许可申请程序。 

CNRH n. 54/2005制定非饮用水再利用的条例、指南和标准 制定非饮用水直接再利用的综合指南。 

CONAMA 决议 n.357/2005：水体分类及其环境指南，包括
污水排放条件，及相关规定 CONAMA 决议 n. 397/2008,  
CONAMA决议 n. 430/2011 

提供水体分类标准及相应的环保指南，包括污水排放标准。条例规定了污水

排放的条件、参数、标准和指南，要求对排放进行自我监控，并公布每年的

污染量。 

CONAMA决议 n. 396/2008：地下水分类及环保指南 提供地下水分类及其相应的环保指南。 

CNRH决议 n. 92/2008：巴西地下水保护与保持标准与程序 制定巴西地下水保护与保持的基本标准与程序。 

ANA决议 833/2011 
设立预防性措施和水资源使用授权的基本要求，规定大坝授权持有者的固定

责任。 

MINTER法令 n. 53/1979 制定固体废物处理标准，禁止使用土地作为废物处理的载体。 

ABNT NBR n. 11.174/1990 

规定了二级废物储存 

ABNT NBR n. 12.235/1992  

规定危险性固体废物储存的方法 

CONAMA决议 n. 275/2001：制定不同类型废物回收的颜色
条例 

制定不同类型废物的颜色条例，以便废物回收和运输。 

ABNT NBR n. 10.004/2004固体废物分类 固体废物分类 
法律 n. 12.305/2010：国家固体废物政策，及相关规定: 法令 
7.404/10 

制定国家固体废物政策，提供系统的固体废物（包括危险性废物）管理指

南，并规定企业和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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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法律 n. 1985/1940《采矿法》，及相关规定/法律：法律 n. 

227/1967, 法令 n. 62.934/1968, 法律 n. 6.403/1976, 法律 n. 
7.805/1989, 法令 n. 98.812/1990, 法律 n. 9.314/1996, 法令 
DNPM n. 237/2001, 法令 DNPM n. 12/2002, 法令 DNPM n. 
266/2008 

巴西采矿基本条例，修订版。采矿许可由国家矿物生产部门授予，有效期为

五年。城市地区的小规模采矿活动由当地行政部门授权，所有小规模的采矿

活动在申请操作许可前都需获得环保许可。 

法令 n. 875/1993：发布危险性废物跨界运输的控制和处理
规定 

为危险性废物跨界运输和处理相关的巴塞尔约定提供支持。 

ABNT NBR n. 13.030/1993：因采矿而退化的土地复原准备
与实施，及相关规定 : ABNT NBR n. 13.028/1993, ABNT 
NBR n. 13.029/1993 

开发和实施因采矿而退化的土地复原项目。相关规定介绍了准备程序以及尾

矿处理和贫瘠的垃圾场的提交工作。 

 CNRH 决议 n. 29/2002采矿活动用水指南 
用于规范采矿活动用水。 

法律 n. 12.334/2010 制定国家堤坝安全政策，及相关规定: 
CNRH 决议 n. 144/2012, CNRH 决议 n. 143/2012 

制定国家堤坝安全政策，着眼于：基于各种目的的蓄水行为；永久性或暂时

性的废物处理；工业废物收集。相关规定设立了政策实施指南，并根据风险

不同对堤坝进行分类。 

法律 n. 9.433/1997国家水资源政策和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
及相关规定: CNRH 决议 n. 15/2001 

建立国家水资源政策和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规定了公共用水行为必须获得

相关部门的授权，建立用水收费制度。由法律 12.334/2010修改而得。法律

还规定使用深管井钻探机的公司必须在地区能源和农学大会以及国家相关部

门进行登记。 

MME 法令 n. 121/2011，通过国家 2030年采矿规划 
通过国家 2030年采矿规划 

DNPM 法令 n. 416/2012：制定国家采矿大坝注册制度以及
安保、定期安全审查及定期监察规划 

基于 12.334法律，制定国家采矿大坝注册制度以及以下两个规划：安全、定

期安全审查和定期监察规划和采矿大坝特殊安全规划。 
法律 n. 9.966/2000：预防、控制和监测国家司法管辖范围内
由于石油及其他有害或危险物质排放而导致的水污染问题，
及相关规定: IBAMA n. 06/2001, 法令 n. 4136/2002 

规定了国家司法管辖范围内由于石油或其他有害或危险物质的排放导致的水

污染的预防、控制和监察措施。 

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 
法律 n. 8.171/1991, 农业政策 

制定国家农业政策，规定农业活动、农业产业以及渔业和林业活动的制度目

标。 
建筑建筑建筑建筑 

CONAMA决议 n. 307/2002：建筑废物管理指南、标准和程
序，及相关规定: CONAMA 431/11, CONAMA 448/12 

制定建筑废物管理指南、标准和程序，以减少环境影响。 

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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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基本规定基本规定基本规定基本规定 联邦法规 16/1978：危险活动与操作，及相关规定：法令

SIT 312/12 

规定危险活动和/或操作的卫生和安全标准 

联邦法规 20/1978：易燃液体，及相关规定：法令 SIT 
308/12 

规定易燃液体燃料的存放条件 

监管规范 n. 15/1978 有害健康的活动和操作，及相关规
定：法令 SIT 43/08, 法令 SIT 203/11, 法令 SIT 291/11 

规范可能产生一定噪音并影响人类健康的活动 

CONTRAN 决议 n. 168/2004：制定电动车和机动车司机培
训规范和程序，规范管理考试，文件送达和认证，培训和再
培训课程，及其他措施，及相关规定：CONTRAN 74/98, 
CONTRAN 285/08, CONTRAN 347/10 

包括以下指南：(i) 电动车和机动车司机培训要求；（ii）考试要求；(iii)发放

资格证书及开启培训课程，包括专业和补习课程。 

MINJUST 法令 n. 1.274/2003：对化学物品管理及监督条例
I, II, III, IV 

规定联邦警察需对化学物品进行管理和监管。条例 I, II, III, IV及其相应的附

录列举了这些化学物品。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OIT 公约 n. 176/1995：采矿安全和卫生 采矿安全和卫生规定 

NRM-01, 采矿基本标准 生产性、环保、安全采矿基本标准 

NRM-02，露天采矿 露天采矿应遵循经济的原则，同时注意安全、劳工和环境的监测和复原。 

NRM-04，地下孔洞 地下孔洞在建造和使用期间必须确保安全。 

NRM-05，支持和处理系统 
所有地下孔洞必须经过评估，并根据它们的特点和用途进行有效的处理和支

持。 

NRM-06，通风设备 每个矿井需安装一个达到适当标准的通风设备。 

NRM-07，紧急出口和路线 每个矿井必须有详细的紧急出口和路线信息。 

NRM-08，预防火灾、爆炸、气体泄漏和洪水 
列出详细的预防火灾、爆炸、气体泄漏和洪水的措施。 

NRM-09，预防粉尘 
列出了设备和粉尘控制措施的要求，并要求对粉尘相关的员工健康状况进行

监控。 

NRM-10，通信系统 规定矿井内须有标准的通信系统。 

NRM-11，照明设备 规定工作过程中以及运输区域必须有照明设备，且应达到最低照明标准。 

NRM-12，工作区域和流通信号指示 标出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留意的规定区域和存在的危险。 

NRM-13，人员和材料的流通和运输 规定矿区内须有详细的交通规划，以确保车辆和行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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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NRM-14，机器、设备和工具 
规定只有被授权的人员才能操作设备，并规定详细的设备操作安全措施。 

NRM-15，安装 
指导矿井内不同设备的安装位置，确保其位置是最安全的。 

NRM-16，炸药及其他辅助工具的使用和操作 所有涉及炸药的操作必须符合安全规定。 

NRM-17，矿区调查 须有详细地图标出矿区的所有组成部分。 

NRM-19，废物和副产品的无菌处理 矿区采矿规划中需对废物处理进行说明和规定。 

NRM-20，采矿操作的暂停、关停和恢复 
采矿操作的暂停、关停和恢复 

NRM-21，调查地区、采矿地区和受影响地区的复原 调查地区、采矿地区和受影响地区的复原 

NRM-22，保护劳动力 针对采矿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规定 

公约 n. 25/1978 工业废物，及相关规定：SIT 227/11, SIT 
253/11 

制定工作场所废物处理标准。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 
决议 ANP n. 05/2008 ，及相关规定：决议 ANP 54/11 

根据 ABNT NBR-15514: 2007，制定液化石油气集装箱存放区域的安全标

准。 
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 法令 n. 86/200：5农业、畜牧业、林业、木材砍伐业和水产

养殖业的工人健康和安全条例 
制定相关条例，在确保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同时，促进农业、畜牧业、林业和

水产养殖业的规划和发展。 
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ABNT NBR n. 12.649/1992：危险性固体废物存放措施 

采矿污染物特征界定。 

法令 n. 79.367/1977：供水及其他措施的规范和标准 卫生部设立国家饮用水质量标准和规范，并制定供水标准和条例。 

ABNT NBR n. 13.969/1997：化粪池用于废水的处理-立项、
建造和操作 

制定化粪池的设计、建造，运营规定，并提供补充计划，用于废水的最终处

理。 

法令 MS n. 2.914/2011：人类生活用水质量的控制和监测措
施以及供水标准 

制定人类生活用水的供水标准，并提供水质控制和监测措施。不适用于天然

矿物水、自然水体以及加盐水或者作为生产原料的水。 

ABNT NBR n. 13.221/2010地面运输废物 设立内陆运输废物的要求。 

ABNT NBR n. 10.152/1966 根据不同的环境及其声环境舒适度设置不同的噪声等级，这与其他舒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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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相关的法律和/或建议不相违背。 

决议 CONAMA n. 01/1990：工业、商业、社会或娱乐活动
（包括政治宣传活动）的噪音排放标准 

制定工业、商业和/或娱乐活动噪音污染符合标准的指南。 

ABNT NBR n. 10.151/2000：居住区噪声评估，营造社区舒
适度 

制定社区噪音评估要求，介绍噪声测量方法，与先前的噪声等级进行对照，

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可纳入考虑范围的不同环境因素。 

法令 n. 96.044/1988：公路危险物品运输条例及其他措施，
及相关规定：法令 n. 4.097/2002 

通过公路危险物品运输条例，规定运输危险物品的车辆应避开人口密集地区

或受保护流域附近的道路、水利设施和/或森林和生态保护区。 

决议 ANTT n. 420/2004：危险物品陆上运输规定的补充说
明，及相关规定：ANTT 1.644/06, ANTT 2.975/08, ANTT 
3.383/10, ANTT 3.632/11, ANTT 3.648/11, ANTT 3.763/12. 

通过危险物品陆上运输规定的补充说明，列出公路和/或火车运输的危险物

品清单。决议还制定了安全运输这些物品的标准。  

ABNT NBR n. 8.843/1996 制定固体废物管理程序和紧急备选方案，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公众健康。 

法令 MAPA n. 30.691/1952：畜产品工业和卫生监察 建立畜产品监察系统，确保其质量和安全。 

其他相关法律其他相关法律其他相关法律其他相关法律和立法和立法和立法和立法i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社会影响社会影响社会影响社会影响

评估评估评估评估(ESIA））））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决议 CONAMA n. 371/2006：环保部门计算、收集、申请、
批准和管理环境赔偿所需消耗的资源相关的指南 

制定环境赔偿所需的财政资源的计算、收集、使用和管理指南，对于导致环

境赔偿的环境影响详情，可见第 9985/2000号法律的第 36法案和 4340/2002
法令的第 31法案。 

决议 CONAMA n. 01/1986：环境影响评估基本标准和指南 
列出了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活动及其相应的环境影响报告，报告必须呈

交相关政府部门和环境秘书处，以获得通过。 
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 法令 n. 3.298/1999，法律 no 7.853：国家残障人士综合管理

政策，加强法制保护及其他措施 
制定国家残障人士综合管理政策，加强其他保护标准和条款；作为

7853/1989法律的补充。 
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 法律 n. 6.766/1979：城市土地分配法 具有重要文化、历史和考古价值的受保护区域。 

法律 n. 25/1937：组织针对国家考古和艺术遗产的保护 
组织针对国家考古和艺术遗产的保护，并列出这些遗产项目，其中包括可移

动的财产和建筑物。这些遗产的保护涉及公众利益或与纪念性的历史事件有

关，体现了考古学、人种学、文献学或艺术方面的价值。 

法律 n. 3.866/1941：保护历史遗产和国家艺术遗产 制定对历史遗产和国家艺术遗产的保护措施。 

法律 n. 3.924/1961涉及考古学的和史前时期的历史遗迹 确保考古学或史前时期的遗迹得到政府的保护。 

法令 n. 74/1977通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约定 通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公约 

IPHAN 法令 n. 230/2002 制定相关程序，确保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活动在开始前必须获得许可。 

                                                 
i注：该列表并未全部列出所有的法规，仅列出了基本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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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可持续性金融金融金融金融 无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ii
**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基本法 
(LGEEPA) 
 

环境保护、保持和复原相关基本法。用于支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包

括刑事、行政和其他相关规定。相关法律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估的递交程序

并划定管辖范围、规定了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部门、规定了固定或流动性

排放持有者的气体排放区域，以及规定排放登记制度。 

NOM-022-SEMARNAT-2003  制定红树林区域保护细则。 

NOM-059-SEMARNAT-2010 
列出一系列须受保护的物种及其保护状态。制定适用的管理方案，以防项

目位于自然保护区。 

NOM-149-SEMARNAT-2006  
制定海洋地区钻探、油井维修和废弃过程中需遵守的环保细则，以预防和

缓减环境影响。 

一级和二级高危活动清单 
列出被鉴定为危险的物品，根据最大储存量设置限值，设定提交联邦级环

境风险评估报告的条件。 

气候变化基本法 
基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保持和恢复生态平衡的原则，制定消除气候

变化影响的条款，规范温室气体及其合成物的排放，使其在大气中的浓度

保持稳定。 

NOM-085-SEMARNAT-2011 
规定燃油设备的烟雾、悬浮颗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最大

排放许可。根据地理位置，制定监控的方法和频率以及排放限值。 
NOM-043-SEMARNAT-1993 规定固定排放源特定物质的最大排放量。 
NOM-165-SEMARNAT-2013 列出需要报告的化学物质和污染物，设定使用、转化和排放限值。 
水资源基本法（LAN） 
 

制定水资源规划，设定国家水资源使用许可制度、使用者责任、废水排放

入水体或土地以及水资源提取等许可制。 

预防和管理废物污染海洋条例 制定预防措施，以避免废物排放活动污染海洋。 

NOM-001-SEMARNAT-1996 根据排放操作的不同，设定最大排放限度和取样频率。 

NOM-002-SEMARNAT-1996 设定城市或市政污水系统废水排放中的最大污染物排放量。 

                                                 
ii**由于机构的极度复杂性，主要基础设施部门被省去了。如工作涉及这些部门，建议雇佣当地专家一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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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ii
** 

联邦废弃物法及相关规定 
设定废物分类和预防策略，与一般性废物管理、危险性废物管理和危险性

废物输入与输出以及固定废物管理规定相一致 

NOM-052-SEMARNAT-2005 制定鉴别危险废物的程序，并规定确定危险级别的试验和分析。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联邦采矿法及相关规定 

基于可持续性、预防性和效率性的原则，规范采矿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措

施。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 

联邦碳氢化合物法 
制定碳氢化合物部门活动的开发和生产分配目标，开发和生产协议，授

权，责任，操作程序和要求。 

国家碳氢化合物部门环保、卫生和安全局的相关法律 
基于联邦碳氢化合物法，制定石油和天然气部门项目和活动的环境保护、

卫生和安全基本要求。规定国家碳氢化合物局的活动和范围。 
农业事务农业事务农业事务农业事务 

森林可持续发展基本法 
制定相关规范，提升国内森林生态系统及其资源的保持、保护、恢复、生

产、管理、培育和使用，设定不同级别的管辖区。 

有机产品法 
制定规范有机产品的转化、生产、加工、准备、修整、储存、识别、包

装、标注、分配、运输、销售、验证和认证的标准和/或要求。 

农药、化肥、有毒物质和危险材料的登记、进口授权和出口
认证法规 

制定相关要求和程序，以便相关秘书处（健康、环境和卫生风险）规范农

药、植物营养剂和有毒或危险物质和材料的登记、进口和出口许可和认

证。 
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联邦劳动法及相关规定 

规定合同和工作环境的劳动状况，包括薪酬、工作时间、假期、工作场所

条件、安全和卫生。 

NOM-001-STPS-2008 制定工作场所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基本要求（如地板、坡道、墙壁、建筑） 

NOM-002-STPS-2010 规定防火条件、安装和安全措施和程序的要求。 

NOM-004-STPS-1999 规定机器和设备的安全操作条件，要求配置安全仪器和保安。 

NOM-005-STPS-1998 规定危险性化学物质的管理、运输和储存条件。 

NOM-006-STPS-2014 制定材料管理和储存的安全程序 

NOM-009-STPS-2011 规定高空作业的条件和要求 

NOM-010-STPS-1999 规定污染物和化学试剂识别、监控和管理的安全条件 

NOM-011-STPS-2001 规定噪音级别的条件 

NOM-012-STPS-2012 制定电离辐射接触安全标准 

NOM-013-STPS-1993 制定非电离辐射接触安全标准 

NOM-014-STPS-2000 制定非正常电压接触安全标准 

NOM-015-STPS-2001 规定暴露于可能影响健康的极端高温环境的最长时间及其卫生和安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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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EHS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ii
** 

件。 

NOM-017-STPS-2008 制定 PPE选择和管理的安全要求 

NOM-018-STPS-2000 制定安全使用危险性物质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危险性介质和MSDS。 

NOM-019-STPS-2011 制定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建立、组成、组织和运行要求 

NOM-020-STPS-2011 制定压力容器的安装和操作准则。 

NOM-022-STPS-2008 规定工作场所的静态电（包括照明）的安全标准。 

NOM-025-STPS-200 规定照明标准 

NOM-026-STPS-2008 规定健康和安全颜色、指示牌和管道流体风险标志的设置要求。 

NOM-027-STPS-2008 设定预防焊接和切割活动中危险的健康和安全条件。 

NOM-028-STPS-2012 管理超过标准用量化学物质的设备须启动安全加工管理系统。 

NOM-029-STPS-2011 制定电气安装维修活动的安全条件和要求。 

NOM-030-STPS-2009 制定预防性健康服务的要求 

NOM-031-STPS-2011 制定建筑活动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群众防护基本法及相关规定 
建立联邦、州和市之间在群众防护事务上的协调机制，规定公共和私有部

门/行业之间的协调和程序机制。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NOM-023-STPS-2012 制定健康和安全条件的最低要求，以防地下和露天矿井工人遭遇风险。 

NOM-032-STPS-2008 制定卫生和安全条件要求，以防煤矿工人遭遇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 NOM-005-STPS-1998 制定危险化学物质管理、运输和储存的安全条件。 

NOM-010-STPS-1999 制定污染物和化学药剂的识别、监控和管理安全条件 

农业事务农业事务农业事务农业事务 
NOM-003-STPS-1999 

制定健康和安全条件，以防工人在存放、接触、转移和使用化肥或农药时

遭遇风险 

NOM-007-STPS-2000 
制定农业活动中设备、机器、仪器和工具的安全使用条件，以防发生危

险。 

NOM-045-SSA1-1993 
规定了在标记农林、牲畜、园艺、城市和工业中使用的农药时必须包括的

特征和形状。 

NOM-EM-034-FITO-2000 
制定要求和细则，促进水果蔬菜生产过程中良好农业行为的实施和认证。 

NOM-037-FITO-1995 规定有机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认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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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法规其他法律法规其他法律法规其他法律法规iii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社会社会社会社会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评价过程评价过程评价过程评价过程 
环境基本法在环境影响层面的法规 

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的提交过程，明确项目和活动的权限（联邦或各州） 

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 
社会发展基本法 

规定社会发展的职责义务，设立相关机构。采取具体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其中包括社会参与、评估机制和后续程序 

联邦碳氢化合物法 
设定石油项目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要求。法规明确了社会影响评价需包含

的一系列要求和指引 
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 名胜古迹、考古、艺术和历史遗迹联邦法 建立考古、艺术历史遗迹和纪念区保护、保存、复原和修复原则 

名胜古迹、考古、艺术和历史遗迹联邦法 
明确保存名胜古迹以及授权在具有历史价值的地区从事活动所需的条件与

要求 

联邦碳氢化合物法 法律规定了对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权益展开民意调查的要求 

可持续金融可持续金融可持续金融可持续金融 
农村可持续发展法 

本法包括农业生产、工业化、市场营销以及其他物资服务的策划组织条

件，力求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直接支援资本化法 
为农村直接支援资本化项目的合法受益人享受早期进入权以及未来收益提

供了法律保障 

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发展法 
法律通过鼓励中小微企业成长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生存

力、生产力、竞争力和持续性建设。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环境基本法》No. 28611,经由 1055 号立法令修改，及相
关法规：D.S. 032-2005-MTC, D.S. 002-2006-EM, D.S. 015-
2006-EM, D.S. 007-2006-VIVIENDA, Consejo Directivo 010-
2006-CONAM-CD, Consejo Directivo 011-2006-CONAM-

CD, 法律  28804, 法律  28852, R.M. 198-2006-PRODUCE, 
Consejo Directivo 016-2006-CONAM-CD, R.N. 360-2006-
SUNARP-SN 

秘鲁国内环境标准。该法规旨在通过处理人类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来保护环

境，同时也为保障健康、平衡的生态环境建立基本原则。 

最高法令 No. 012-2009-MINAM：批准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法
规 

有关《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国家指导方针 

法律 No. 27117：土地征用基本法 建立土地征用机制，包括恢复原状和永久性损失赔偿条款 

法律 No. 27314：固体垃圾基本法，及相关法规：D.L. 1065, 此法律旨在管理固体垃圾方面建立了社会权利、义务和责任，其宗旨在于

                                                 

iii注：这一小组的列表并不完整，只列出了主要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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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D.S. 057-2004-PCM 最大程度减少垃圾，保护健康和幸福以及降低环境危害。 

最高法令：No. 074-2001-PCM：经修改后的《环境空气质量
国家标准法规》，及相关法规：D.S. 069-2003-PCM, D.S. 
003-2008-MINAM, D.S.006-2013-MINAM, D.S. 074-2001-
PCM 

法规对大气中特定的化合物制定了参数指标（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

化氮、臭氧、铅、硫化氢、苯、总碳氢化合物以及 2.5 微米以下微粒） 

最高法令：No. 002-2013-MINAM：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这些标准适用于在项目区域及其影响范围内产生或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一

切项目。法规制定了强制性环境管理方案，包括污染清理方案 

法律 No. 28551：应急方案制定职责法 此法律规定任何人，无论从事公、私事务，建房、施工或是安装工程，只

有应急方案获得批准才可开始作业 

法律 No. 26821：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法 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设立条件。此外，此法律规定项目所有人必须建

立并且完善《环境管理方案》 

法律 No. 26839：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及相关
法规：D.S. 068-2001-PCM 

法律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物成分的可持续利用，并且为这些生物资

源开发设立法规。 
法律 No. 27308：森林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D.S. 
004-2014-MINAGRI, D.S. 014-2001-AG 

此法律规定国家应加强对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管理，为保护工作制定标准，

为相关产品的使用和商业化制定准则。凡在国际上受保护的濒危动物，在

秘鲁国内也受到法律保护 

最高法令 No. 009-2013-MINAGRI：森林与野生动物国家政
策 

森林与野生动物国家政策为国家森林遗产和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管理指

导，以确保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可持续性。 

最高法令 No. 034-2004-AG：濒危野生动物品种分类，用处
罚手段防止对受威野生动物的猎杀、运输和出口 

依照动物科目明确秘鲁国内濒危动物，禁止对这些动物的猎杀、运输和出

口。一旦发现将处以罚款。 

最高法令 No. 043-2006-AG：濒危野生植物品种分类 依照植物科目，明确秘鲁国内濒危植物品种。 
法律 No. 29338：水资源法 此法律规定了对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管理要求，并且进行资源分类 

最高法令 No. 047-2001-MTC：上路机动车最高容许排污限制 为在用机动车、新进口车辆、国产车以及二手进口车制定最高容许排污限

制(LMPs). 

法律 No. 26834：自然保护区法，及相关法规 D.S. 038-2001-
AG, D.S. 003-2011-MINAM, D.S. 016-2009-MINAM 

自然保护区保护条款和相关的法规指南。 

部长级决议 No. 225-2010-MINAM：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
最高排放容许方案 

 关于环境质量标准 (ECA) 和污染物最高排放容许(LMP)的政策 

最高法令 No. 013-99-AG：用处罚手段禁止对野生动物的猎
杀、提取、运输和／或出口 

法规禁止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提取、运输和／或出口。一旦发现将处以

罚款 
法令 No. 21080：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关于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和禁止相关国际贸易的国家间协议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法律 No. 28271：经修改后的《环境责任规范法》，及相关
法规：D.S. 059-2005-EM, D.S. 003-2009-EM 

此法律规定了采矿作业相关环境责任以及修复受影响区域环境的责任和资

金要求。这部法律旨在减少采矿作业对当地人口、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的

负面影响。 

部长级决议 No. 121-2013-MINAM：环境管理纠正机制评估 这一立法指导适用于评估、监督以及减少小型采矿和人工采矿对环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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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指导 的危害，确保评估过程完全符合相同的标准和质量要求。 

最高法令 029-94-EM：电气作业环境保护规章 此法规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为发电、传输以及配电系统与环境的互动

关系制定了标准。 

R.M. 366-2001-EM/VME：国家电气法规 此法律是用来在电线、供电和通讯设备的施工、运行及维修阶段保护群

众，保障安装操作的安全性，确保其不会对公私财产、环境以及文化遗产

造成影响。 

R.M. No. 315-96-EM/VMM：采矿和冶金作业中气体排放物
元素及其伴随物最高容许 

建立与采矿和冶金作业有关的气体排放及其伴随物的最高容许排量。 

R.M. No. 011-96-EM/VMM：采矿和冶金活动中液体废水最
高排放容许，及相关法规：D.S. 010-2010-MINAM 

在采矿和冶金活动中建立废水最高排放许可。 

油气油气油气油气 法律 No. 29134：碳氢化合物部门环境责任法规，及相关法
规：D.S. 004-2011-EM 

法律规定了碳氢化合物部门的环境责任管理要求，旨在减少或消除碳氢化

合物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土地的负面影响。 

法律 26221碳氢化合物法，及相关法规：D.S. 042-2005-EM 关于碳氢化合物活动的总体性法律 
最高法令 No. 014-2010-MINAM：碳氢化合物的最高可排放

标准 

在碳氢化合物部门中建立元素和化合物的最高可排放标准。 

最高法令 No. 039-2014-EM：与碳氢化合物法有关的活动中
的环境保护规定，及相关法规：D.S. 015-2006-EM 

与碳氢化合物有关的所有活动中的环境保护相关事宜。 

最高法令 No. 037-2008-PCM：建立碳氢化合物分部门的废
水最高排放限制 

建立碳氢化合物分部门的废水的最高排放限制。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基础设施 R.D. Nº 03-2013- MTC/14：高速公路指南“施工总体技术规
格” 

基建活动所需的条件、法律要求、参数和程序。 

最高法令 037-96-EM：利用采石场生产建材 采石场只为国家直接开发的基建项目或承包商在 20 公里范围内或纵向距

离在 6 公里以内的项目提供建材。 

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法律 No. 29783：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法，及相关法规: D.S. 
005-2012-TR 

涉及各领域、所有雇员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的一般性法律，旨在防范工作场

所隐患。雇主有责任领导组织，对组织活动负责，保证工作场所的健康与

安全。 

最高法令 No. 015-2005-SA 有关工作场所空气中化学试剂可
接受限值的法规 

设定工作场所空气污染物限值，确保所有职业工人的健康与安全。 

R.D. No. 128-2001-EM：安全审计 有关工作场所安全审计的法规 

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最高法令 No. 055-2010-EM：职业安全健康法规及采矿业补
充措施  

针对采矿业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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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油气油气油气油气 最高法令 No. 043-2007-EM：碳氢化合物活动安全法规 针对石油作业工人的安全规定。 

最高法令 No. 032-2004-EM：碳氢化合物勘探开发法规 包括所有围绕碳氢化合物勘探与开发活动的法规，包含针对雇员健康和安

全的条款。 

最高法令 No. 052-93-EM：碳氢化合物安全储存法规 保障碳氢化合物安全储存的工人安全法规。 

最高法令 No. 026-94-EM：碳氢化合物运输安全法规 确保碳氢化合物安全运输的工人安全法规 

R.N. 191-2011-OS/CD：碳氢化合物登记法规 碳氢化合物登记法规条例 

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社区健康与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法律 No. 26842：健康基本法 法律规定，国家和公民有责任保护环境，有义务遵守既定标准，以保障人

民健康 

最高法令 N° 002-2008-MINAM 水质量国家标准，及相关法
规：D.S. 023-2009-MINAM, D.S. 031-2010-SA 

法规为水中化学物质和生物试剂容许浓度设立了标准参数，前提是这些浓

度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重大危害。 

最高法令 N° 085-2003-PCM：噪声环境质量标准法规 法规为保护人体和环境的健康，在适用的区域设立了外部噪声容许标准。 

最高法令 N° 010-2005-PCM：非电离辐射环境质量标准 法规设立了非电离辐射最高容许值，承认非电离辐射在环境中对人体和生

态系统的健康有害。这些标准最主要是为了保护生命安全。 

法律 No. 28256：有害材料和废弃物地面运输法律，及相关
法规：D.S. 021-2008-MTC, D.S. 030-2008-MTC 

规定哪些材料和废弃物属于有害物质，有害的物理形态（气体、液体、固

体）以及哪些化合物归于有害物质等。法规为围绕运输的活动、工序和操

作建立相关标准和程序，以防止有害物质泄漏，保护人体、环境和财产安

全。 

最高法令 No. 021-2012-AG用水用户组织的规章 承认每个人如同国家水利局保证的那样，都有权利使用水资源。规章规

定，水资源必须在质量、数量以及使用机会上实现有效利用。这些需求的

满足不能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在使用水资源时，确保水池的保护和维修工

作到位。 

联邦决议 No. 0291-2009-ANA：处理后的废水外排和再利用
授权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R.J. 224-2013-ANA, R.J. 351-
2009-ANA 

包含处理后的废水（无论是工业废水、家用废水或城市废水）外排和再利

用管理条例。它同时还包含水体分类、污染值限制以及检查和评估成本。

相关法规包括取得授权的行政审批程序。 

联邦决议 No. 579-2010-ANA：水资源使用权授权程序法规，
及相关法规：R.J. 297-2011-ANA 

关于水资源使用权的应用与管理法规 

法律 No. 28305：前体化学品与管制物质管理法，及相关法
规：D.S. 30-2009-PRODUCE, D.S. 053-2005-PCM 

前体化学品和管制物质管理的法律法规，旨在更好地在进口、生产和出口

环节对这些化学物品进行管控和检查。 



      

 附录 B-14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iv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法律 No. 27446：经修改后的环境管理评估国家体系法，及
相关法规：D.S. 019-2009-MINAM 

总体性的国家法，在人类活动负面影响的认定、预防、监督、控制以及纠

正方面建立统一流程。制定保障市民参与评估过程的机制。 

法律 No. 29325：环境评估审计的国家级体系 依据 28245 和 28611 号法令(《环境管理国家体系和环境基本法法律框

架》)，建立环境评估国家系统，确保国家各部门在环境评估、监督、审

计、管控以及法定权限上的运作 

联邦决议 No. 250-2013-ANA 环境研究论述中有关水的参考
条款，及相关法规：R.J. 508-2013-ANA 

建立有关于水资源的重要话题，在《环境影响研究》参考条款部分考虑。 

R.V.M.1079-2007- MTC/02：公路基础设施的环境影响研究
参考条款指南 

罗列了适用于本项目的《环境执行计划》中需要考虑的社会环境因素 

决议 No. 006-2004- MTC-16：交通运输部门社会环境评估中
市民咨询与参与法规 

法规为非自主参与交通运输环节的人提供指导。法规规定，须要求当事人

参与讨论，并且向当事人及时披露信息，以便作出更好的项目决策。 

决议 No. 030 2006- MTC/16：交通运输部门社会环境评估过
程中文化和市民参与的方法指南 

规定了与基建工程相关活动的条件、要求、参数与程序，通过流程标准化

使得项目质量的参数更加精确 

法律 No. 28090：矿井退场法，及相关法规：D.S. 033-2005-
EM 

包含矿井所有人在《矿井退场方案》中应遵守的义务和程序。法律确保环

境得到保护和恢复，减少对当地人口健康、周边生态系统以及财产的负面

影响。 

最高法令 No. 028-2008-EM《采矿业咨询和市民参与法
规》，及相关法规：R.M. 304-2008-EM/DM 

法规为非自主参与到采矿项目的人提供指引。法规规定，这些人享有讨论

以及获得信息披露的权利，有利于完善项目决策过程。 

法律 29325：经修改后的环境评估审计国家系统法 采矿、电力和碳氢化合物相关活动的环境监督与审计法。 

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社会方面    法律 No. 27811：保护土著人口生物资源方面的集体知识的
法律 

法律保护当地文化与知识，保护土著人守护知识的权利。 

法律 No. 24656：农村人口基本法 保障农村人口生存和作为民主机构行使决策权的法律。 

No. 29785：土著人口和本地居民事先协商权利法，及相关法
规：D.S. 001-2012-MC 

法律认定，在直接关系土著居民利益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生效前，须与土著

团体事先协商。 

法律 No. 28736：保护初次接触的独居土著人口和本地居民
法，及相关法规：D.S. 008-2007-MIMDES 

法律保护初次接触的独居土著居民，同时规定了接触土著居民需要遵循的

程序。 

法律 No. 26505：国家、当地和社区土地经济活动私人投资
法，及相关法规：D.S. 011-97-AG, D.S. 017-96-AG 

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所拥有的土地以及在私人投资和开

发过程中与这些土地相关的经济活动。 

历史遗迹历史遗迹历史遗迹历史遗迹 法律 No. 28296：国家文化遗产基本法，及相关法规：D.S. 
011-2006-ED 

对历史和考古遗迹的保护 

                                                 
iv注：这一小组的列表不包括全部的法规，只列出了主要法律法规。 



      

 附录 B-15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EHSEHSEHS 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秘鲁秘鲁秘鲁秘鲁 

最高法令 No. 003-2014-MC：考古干预法规 法规对项目中的考古活动进行监督，保护国家文化遗产。 

法令 No. 1079：法令规定了对自然保护区文化遗迹采取的保
护措施，及相关法规：D.S. 008-2008-MINAM 

对自然保护区内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法律措施。 

可持续性金融可持续性金融可持续性金融可持续性金融 决议 SBS No. 1928-2015：社会环境风险管理法规 法规设定了社会环境风险管理的最低要求，同时落实最优措施，将企业金

融层面的风险降至最低。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环境保护法(2014) 法律明确了中国境内环境保护的总原则与要求。法律制定了环境项目审批管

理“三同时”的基本要求，为有关空气、水资源、固体垃圾、噪声、生态等

具体法律的颁布提供指导，同时提出监督、报告和纪录的总体要求。 

水土保持法(2010) 本法规定了启动和完善土壤与水资源保护计划的总体要求和程序，以及土壤

与水资源保护措施的后续执行要求 

  
土地管理法(2004) 本法旨在确保对土地实行严格管理，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保证土地征

用和补偿安置的合理性 

对外投资与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2013） 本指南由商务部和环保部共同制定，旨在帮助中国对外投资者和承包商推动

当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本指南通常要求投资者和承包商遵守当地在 EHS
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法律法规，鼓励投资者和承包商在并购交易中实施尽职调

查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zcfg/201302/1735624_1.html 

职业健康职业健康职业健康职业健康与与与与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安全生产法(2014) 法律规定了安全审批管理“三同时”的总原则与要求，同时包含项目／公司

安全管理体系、能力建设、培训、检查、监督和纪录的详细要求。 

职业病防治法(2012)  本法规定了职业健康审批管理“三同时”的总原则与要求，同时包含持续性

职业健康医疗监护以及项目／公司职业健康管理系统的要求。 

消防法(2008) 本法规定了消防设施／装备审批管理“三同时”的总原则与要求，同时包含

消防设备操作、维修、检查和应急处理等条例。 
社区健康社区健康社区健康社区健康与与与与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一般性法规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建立行业社会责任基准，鼓励企业承担全球责任，让企业基于行业协会成员

惯例，以更加负责的态度从事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本指引反映了联合国全球

契约和 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引层面的国际惯例，总结并包含了近期行业最

佳典范，提升世界对中国对外承包行业社会责任的普遍认识。 



      

 附录 B-16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 EHS法规法规法规法规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http://images.12312.gov.cn/201209/20120928163135930.pdf  

     其他相关法律和准则其他相关法律和准则其他相关法律和准则其他相关法律和准则v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

过程过程过程过程 

环境影响评价法(2004) 《环境影响评价法》规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过程，制定了完成不同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常规流程。    

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文化遗产方面 文化遗产保护法(2015) 关于文化遗产、遗迹保护和保存的法律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 

包括诚实守法经营、持续盈利、创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义务，促进员工幸

福发展，鼓励社区参与以及提交执行情况报告的责任。 
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 

采矿业投资者社会经营绩效的非强制性指引，包括社区关系、公共健康安全

以及本地化等要求 

• 本表格并非是对全部法律框架和法规的罗列，它旨在提供这些国家各自的主要法律指引和路径。 

                                                 
v注：这一小组的列表并不包括全部的法规，只列出了主要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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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主要国际 EHS 参考资料和资源  

参考资料 /资源 作者和日期 网址 

一般环境、健康和安全资料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 全球契约组织 2014 英文：

http://www.gcchina.org.cn/english 

中文:   
http://www.gcchina.org.cn/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可持续发
展框架保证流程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社区发展工具包 (中文): 
http://www.icmm.com/document/1
45 

处理和解决地方投诉及申诉 (中文): 
http://www.icmm.com/document/9
29 

矿业：合作共创发展工具包简报 (中文

): 
http://www.icmm.com/document/4
552 

环境与社会政策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4 http://www.ebrd.com/news/publica
tions/polici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esp.html  

环境与社会子项指南：农业生
产 – 农作物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0 http://www.ebrd.com/who-we-
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
intermediaries/agriculture.html  

环境与社会子项指南：建筑作
业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0 http://www.ebrd.com/who-we-
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
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环境与社会子项指南：露天采
矿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0 http://www.ebrd.com/who-we-
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
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环境与社会子项指南：石油及
煤制品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0 http://www.ebrd.com/who-we-
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
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环境与社会子项指南：管线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 2010 http://www.ebrd.com/who-we-
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
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
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环境与保障合规政策 美洲开发银行 2007 http://idbdocs.iadb.org/wsdocs/get
document.aspx?docnum=665902 

采矿和生物多样性的良好实践
指南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06 http://www.icmm.com/page/1182/
good-practice-guidance-for-mining-
and-biodiversity  

采矿及金属行业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15 http://www.icmm.com/publications
/water-management-guide 
 

http://www.gcchina.org.cn/english
http://www.gcchina.org.cn/
http://www.ebrd.com/news/publications/polici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esp.html
http://www.ebrd.com/news/publications/polici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esp.html
http://www.ebrd.com/news/publications/polici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esp.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agriculture.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agriculture.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agriculture.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agriculture.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mining.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www.ebrd.com/who-we-are/our-values/environmental-and-social-policy/tools-for-financial-intermediaries/construction.html
http://idbdocs.iadb.org/wsdocs/getdocument.aspx?docnum=665902
http://idbdocs.iadb.org/wsdocs/getdocument.aspx?docnum=665902
http://www.icmm.com/page/1182/good-practice-guidance-for-mining-and-biodiversity
http://www.icmm.com/page/1182/good-practice-guidance-for-mining-and-biodiversity
http://www.icmm.com/page/1182/good-practice-guidance-for-mining-and-biodiversity
http://www.icmm.com/publications/water-management-guide
http://www.icmm.com/publications/water-management-guide


 3  

 

减灾体系跨行业实施指南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15 http://www.icmm.com/document/9
460  

总承包项目合同条款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1999 http://fidic.org/books/epcturnkey-
contract-1st-ed-1999-silver-book  

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实施手
册：建筑 

国际金融公司 2014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
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
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
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
on_handbook-construction  

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和持
续性绩效标准以及指导说明 

国际金融公司 2012 英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e280ef804a0256609709ffd1a5d13d2
7/GN_English_2012_Full- 
Document.pdf?MOD=AJPERES 

中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1e1241004f5ae17a9049de032730e9
4e/GN_Chinese_2012_Full- 
Document.pdf?MOD=AJPERES 

英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115482804a0255db96fbffd1a5d13d
27/PS_English_2012_Full- 
Document.pdf?MOD=AJPERES 

中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5fd142004a585f48ba3ebf8969adcc2
7/PS_Chinese_2012_Full- 
Document.pdf?MOD=AJPERES 

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健康与安
全通用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英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
18/Final%2B- 
%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
df?MOD=AJPERES 

中文: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
18/001%2BGeneral%2BEHS%2 
BGuidelines.pdf?MOD=AJPERES&C
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
6515bb18 

一年生农产品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
8/Final+-
+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
=AJPERES  

采矿业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
18/Final%2B-
%2BMining.pdf?MOD=AJPERES&id=
1323153264157  

液化天然气设施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gcgf.org/wps/wcm/con

http://www.icmm.com/document/9460
http://www.icmm.com/document/9460
http://fidic.org/books/epcturnkey-contract-1st-ed-1999-silver-book
http://fidic.org/books/epcturnkey-contract-1st-ed-1999-silver-book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ifc+sustainability/learning+and+adapting/knowledge+products/publications/esms_implementation_handbook-construction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18/Final%2B-%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18/Final%2B-%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18/Final%2B-%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18/Final%2B-%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554e8d80488658e4b76af76a6515bb18/Final%2B-%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001%2BGeneral%2BEHS%2BGuidelines.pdf?MOD=AJPERES&amp;CACHEID=034e3d80488658cdb712f76a6515bb1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8/Final+-+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8/Final+-+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8/Final+-+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8/Final+-+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077b7f004885533bae2cfe6a6515bb18/Final+-+Annual+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18/Final%2B-%2BMining.pdf?MOD=AJPERES&id=132315326415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18/Final%2B-%2BMining.pdf?MOD=AJPERES&id=132315326415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18/Final%2B-%2BMining.pdf?MOD=AJPERES&id=132315326415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18/Final%2B-%2BMining.pdf?MOD=AJPERES&id=132315326415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1f4dc28048855af4879cd76a6515bb18/Final%2B-%2BMining.pdf?MOD=AJPERES&id=1323153264157
http://www.gcgf.org/wps/wcm/con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b18/Final%2B-%2BLNG.pdf?MOD=AJPERES&id=132316192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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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
b18/Final%2B-
%2BLNG.pdf?MOD=AJPERES&id=13
23161924903  

海上石油天然气开发 EHS 指
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
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
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
PERES  

陆岸石油天然气开发 EHS 指
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
18/Final%2B-
%2BOnshore%2BOil%2Band%2BGas
%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
S&id=1323153172270  

多年生农产品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
b18/Final+-
+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
OD=AJPERES  

港口和码头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
8/Final%2B-
%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
%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
d=1323152828015  

收费公路 EHS 指南 国际金融公司 2007 http://www.ifc.org/wps/wcm/conn
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
8/Final%2B-
%2BToll%2BRoads.pdf?MOD=AJPER
ES&id=1323162564158  

ISO 14001: 环境管理 国际标准化组织 2015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
ards/management-
standards/iso14000.htm  

ISO 26000: 社会责任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 2010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
etail?csnumber=42546  

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1 英文：

http://www.oecd.org/daf/inv/mne/
48004323.pdf 

中文：

http://mneguidelines.oecd.org/text/
MNEGuidelines-Chinese.pdf  

E3+：负责任开发的框架、原
则和指南 

加拿大发展前景协会 2014 http://www.pdac.ca/docs/default-
source/e3-plus---common/home-
principles-and-guidance---full-
document.pdf?sfvrsn=8  

国际水电协会 国际水电协会 2014 https://www.hydropower.org/  

水电可持续性评价协定 国际水电协会 2010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Protocol.aspx  

水电可持续性评价协定 – 中文
翻译 

国际水电协会 2010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getattachment/26dbba9c-5249-4183-
9f23-28a17eb67250/Chinese-
Translation-of-the-Protocol.aspx  

http://www.gcgf.org/wps/wcm/con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b18/Final%2B-%2BLNG.pdf?MOD=AJPERES&id=1323161924903
http://www.gcgf.org/wps/wcm/con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b18/Final%2B-%2BLNG.pdf?MOD=AJPERES&id=1323161924903
http://www.gcgf.org/wps/wcm/con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b18/Final%2B-%2BLNG.pdf?MOD=AJPERES&id=1323161924903
http://www.gcgf.org/wps/wcm/connect/87e7a48048855295ac04fe6a6515bb18/Final%2B-%2BLNG.pdf?MOD=AJPERES&id=1323161924903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3a7f38048cb251ea609b76bcf395ce1/FINAL_Jun+2015_Offshore+Oil+and+Gas_EHS+Guideline.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4504dd0048855253ab44fb6a6515bb18/Final%2B-%2BOnshore%2BOil%2Band%2BGas%2BDevelopment.pdf?MOD=AJPERES&id=1323153172270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b18/Final+-+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b18/Final+-+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b18/Final+-+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b18/Final+-+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8335e8048855bb989d4db6a6515bb18/Final+-+Plantation+Crop+Production.pdf?MOD=AJPERES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9e558c00488556ebbaf4fa6a6515bb18/Final%2B-%2BPorts%252C%2BHarbors%2Band%2BTerminals.pdf?MOD=AJPERES&id=1323152828015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8/Final%2B-%2BToll%2BRoads.pdf?MOD=AJPERES&id=132316256415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8/Final%2B-%2BToll%2BRoads.pdf?MOD=AJPERES&id=132316256415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8/Final%2B-%2BToll%2BRoads.pdf?MOD=AJPERES&id=132316256415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8/Final%2B-%2BToll%2BRoads.pdf?MOD=AJPERES&id=1323162564158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7e4c7f80488554d5b45cf66a6515bb18/Final%2B-%2BToll%2BRoads.pdf?MOD=AJPERES&id=1323162564158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14000.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14000.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14000.htm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csnumber=42546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csnumber=42546
http://www.pdac.ca/docs/default-source/e3-plus---common/home-principles-and-guidance---full-document.pdf?sfvrsn=8
http://www.pdac.ca/docs/default-source/e3-plus---common/home-principles-and-guidance---full-document.pdf?sfvrsn=8
http://www.pdac.ca/docs/default-source/e3-plus---common/home-principles-and-guidance---full-document.pdf?sfvrsn=8
http://www.pdac.ca/docs/default-source/e3-plus---common/home-principles-and-guidance---full-document.pdf?sfvrsn=8
https://www.hydropower.org/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Protocol.aspx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Protocol.aspx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getattachment/26dbba9c-5249-4183-9f23-28a17eb67250/Chinese-Translation-of-the-Protocol.aspx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getattachment/26dbba9c-5249-4183-9f23-28a17eb67250/Chinese-Translation-of-the-Protocol.aspx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getattachment/26dbba9c-5249-4183-9f23-28a17eb67250/Chinese-Translation-of-the-Protocol.aspx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getattachment/26dbba9c-5249-4183-9f23-28a17eb67250/Chinese-Translation-of-the-Protocol.aspx


 5  

 

世界水坝委员会 世界水坝委员会 2015 www.dams.org/  

社会与环境绩效的提升 国际石油行业环境保护协会 2015  http://www.ipieca.org/publication/i
mproving-social-and-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good-practice-guidance-
oil-and-gas-indus-0  

可持续性、社会影响、水资
源、气候和能源等公开资料 

世界可持续发展理事会 http://wbcsdpublications.org/  

商务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
南》的通知 

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 2013 英文：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
/policyrelease/bbb/201303/20130300
043226.shtml 

中文: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
b/bf/201302/20130200039930.shtml 

职业健康安全方面参考资料 

A10.32 建筑工地 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2012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
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3  

2359 坠落防护标准 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 2007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
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2  

建筑施工职业健康安全资料
电子图书馆 

建筑研究培训中心 http://www.elcosh.org/en/browse/
71/struck-by.html  

指令 89/686/EEC 欧洲职业安全健康局 1989 https://osha.europa.eu/en/legislatio
n/directives/34  

职业健康风险评价良好实践
指南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07 https://www.icmm.com/document/
629  

职业解除限值的设定和使
用：现行方法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07 http://www.icmm.com/document/1
7 

健康安全关键控制点管理：
良好实践指南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15 http://www.icmm.com/document/8
570 

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体系指
南 

国际劳工组织 2001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
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d
ownload/e000013.pdf  

ISO 45001: 职业健康和安全 ISO 2015 

国际标准化组织 2015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
ards/management-
standards/iso45001.htm  

公告 98-142 防止工伤和交通
事故伤亡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 
1998 

http://www.cdc.gov/niosh/docs/98-
142/pdfs/98-142sum.pdf  

安全与健康话题： 

建筑施工安全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 
2011 

http://www.cdc.gov/niosh/topics/c
onstructionsafety/ 

联邦法规第 29 条 1910 部
份：职业健康安全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 美国劳

动部， 2013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
/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
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
alue=1926  

联邦法规第 29 条 1926 部
份：建筑施工安全和健康法
规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 2014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
/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
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
alue=1910  

高速公路施工区和标志，信
号和路障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 2015 http://www.osha.gov/doc/highway
_workzones/index.html  

重大工业事故的避免 国际劳工组织 1991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
/public/---ed_protect/---protrav/---
safework/documents/normativeinstr

http://www.dams.org/
http://www.ipieca.org/publication/improving-social-and-environmental-performance-good-practice-guidance-oil-and-gas-indus-0
http://www.ipieca.org/publication/improving-social-and-environmental-performance-good-practice-guidance-oil-and-gas-indus-0
http://www.ipieca.org/publication/improving-social-and-environmental-performance-good-practice-guidance-oil-and-gas-indus-0
http://www.ipieca.org/publication/improving-social-and-environmental-performance-good-practice-guidance-oil-and-gas-indus-0
http://wbcsdpublications.org/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3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3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2
http://webstore.ansi.org/safety_standards/default.aspx?source=ohs#2
http://www.elcosh.org/en/browse/71/struck-by.html
http://www.elcosh.org/en/browse/71/struck-by.html
https://osha.europa.eu/en/legislation/directives/34
https://osha.europa.eu/en/legislation/directives/34
https://www.icmm.com/document/629
https://www.icmm.com/document/629
http://www.icmm.com/document/17
http://www.icmm.com/document/17
http://www.icmm.com/document/8570
http://www.icmm.com/document/8570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download/e000013.pdf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download/e000013.pdf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afework/cops/english/download/e000013.pdf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45001.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45001.htm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management-standards/iso45001.htm
http://www.cdc.gov/niosh/docs/98-142/pdfs/98-142sum.pdf
http://www.cdc.gov/niosh/docs/98-142/pdfs/98-142sum.pdf
http://www.cdc.gov/niosh/topics/constructionsafety/
http://www.cdc.gov/niosh/topics/constructionsafety/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26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26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26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26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10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10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10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owasrch.search_form?p_doc_type=STANDARDS&p_toc_level=1&p_keyvalue=1910
http://www.osha.gov/doc/highway_workzones/index.html
http://www.osha.gov/doc/highway_workzon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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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ent/wcms_107829.pdf  

社区健康安全方面相关参考资料 

采矿及金属行业社区健康项
目（报告）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13 http://www.icmm.com/document/5
788 

利益相关方调查工具包 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 2015 http://www.icmm.com/document/8
516 

员工住宿：流程和标准 国际金融公司及欧洲重建与开发

银行 2009 

http://www.ebrd.com/downloads/a
bout/sustainability/Workers_accomo
dation.pdf  

社会责任 8000 国际社会责任协会 2015 http://sa-
intl.org/_data/n_0001/resources/live
/SA8000%20Standard%202014.pdf  

环境问题相关参考资料 

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 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 2015 http://www.responsiblesoy.org/?lan
g=en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2015 http://www.rspo.org/  

全球良好农业实践 全球良好农业实践 2015 http://www.globalgap.org/uk_en/  

良好棉花标准体系 良好棉花倡议 2015 http://bettercotton.org/about-better-
cotton/better-cotton-standard-
system/  

森林管理委员会 森林管理委员会 2015 https://ic.fsc.org/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2014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
ndards/Pages/default.aspx  

森林认证 巴西计量、质量与技术研究院 http://www.inmetro.gov.br/qualida
de/cerflor.asp  

金融方面参考资料 

赤道原则 III 赤道原则 2013 http://www.equator-
principles.com/index.php/ep3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2015 http://www.adb.org/  

联合国环境项目金融倡议 联合国环境项目金融倡议 2015 http://www.unepfi.org/  

负责任投资六项原则 负责任的投资原则 2015 http://www.unpri.org/about-
pri/the-six-principles/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 < 绿
色信贷指引 > 的通知》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英文： 
http://www.cbrc.gov.cn/EngdocVie
w.do?docID=3CE646AB629B46B9B53
3B1D8D9FF8C4A 

中文: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
me/docDOC_ReadView/127DE230B
C31468B9329EFB01AF78BD4.html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
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的意见》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2007 中文: 
http://www.cbrc.gov.cn/govView_9
1D73B8D49484BF4B1D87D29F9577C2
D.html 

http://www.ebrd.com/downloads/about/sustainability/Workers_accomodation.pdf
http://www.ebrd.com/downloads/about/sustainability/Workers_accomodation.pdf
http://www.ebrd.com/downloads/about/sustainability/Workers_accomodation.pdf
http://sa-intl.org/_data/n_0001/resources/live/SA8000%20Standard%202014.pdf
http://sa-intl.org/_data/n_0001/resources/live/SA8000%20Standard%202014.pdf
http://sa-intl.org/_data/n_0001/resources/live/SA8000%20Standard%202014.pdf
http://www.responsiblesoy.org/?lang=en
http://www.responsiblesoy.org/?lang=en
http://www.rspo.org/
http://www.globalgap.org/uk_en/
http://bettercotton.org/about-better-cotton/better-cotton-standard-system/
http://bettercotton.org/about-better-cotton/better-cotton-standard-system/
http://bettercotton.org/about-better-cotton/better-cotton-standard-system/
https://ic.fsc.org/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nmetro.gov.br/qualidade/cerflor.asp
http://www.inmetro.gov.br/qualidade/cerflor.asp
http://www.equator-principles.com/index.php/ep3
http://www.equator-principles.com/index.php/ep3
http://www.adb.org/
http://www.unepfi.org/
http://www.unpri.org/about-pri/the-six-principles/
http://www.unpri.org/about-pri/the-six-principles/
http://www.cbrc.gov.cn/EngdocView.do?docID=3CE646AB629B46B9B533B1D8D9FF8C4A
http://www.cbrc.gov.cn/EngdocView.do?docID=3CE646AB629B46B9B533B1D8D9FF8C4A
http://www.cbrc.gov.cn/EngdocView.do?docID=3CE646AB629B46B9B533B1D8D9FF8C4A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127DE230BC31468B9329EFB01AF78B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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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RC)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
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
评监管指引》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2012 英文和中文：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
ay.aspx?lib=law&id=11939&CGid=# 

上交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 < 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
信息披露指引 > 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8  

深交所关于发布<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 

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6 英文：

http://www.szse.cn/main/en/rulsea
ndregulations/sserules/200706041063
6.shtml 

中文：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
e/bsgg/200609259299.shtml 

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关于
《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社会责任
指引》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2014 英文和中文：

http://www.cccmc.org.cn/docs/2014
-10/20141029161135692190.pdf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
会责任指南 第二版》 

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 2010 英文：

http://images.mofcom.gov.cn/csr/ac
cessory/201008/1281064433802.pdf 
中文： 
http://www.cfie.org.cn/27107570998
19/2724937977048/1336/27249379771
97.html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
引》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2012 英文和中文：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a
ccessory/201209/1348819602840.pdf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id=11939&CGid=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id=11939&CGid=
http://www.szse.cn/main/en/rulseandregulations/sserules/2007060410636.shtml
http://www.szse.cn/main/en/rulseandregulations/sserules/2007060410636.shtml
http://www.szse.cn/main/en/rulseandregulations/sserules/2007060410636.shtml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sgg/200609259299.shtml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sgg/200609259299.shtml
http://www.cccmc.org.cn/docs/2014-10/20141029161135692190.pdf
http://www.cccmc.org.cn/docs/2014-10/20141029161135692190.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accessory/201209/1348819602840.pdf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accessory/201209/13488196028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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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纺织
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总
则及细则（2008 年版）》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2008 中文： 

http://wenku.baidu.com/view/c482a
5c30c22590102029d87.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 

英文：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
Law/2007-
12/13/content_1384124.htm 
中文： 

http://www.gov.cn/flfg/2005-
10/28/content_85478.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指导》的通知意
见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英文：

http://www.sasac.gov.cn/n2963340/
n13933222/14125651.html 
中文：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
66/n259760/n264851/3621925.html 

人权相关参考资料 

联合国对工商企业与人权的
指导原则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英文：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
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
ssHR_EN.pdf 
中文：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
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
ssHR_CH.pdf 

尊重人权的公司责任: 解释性
指南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英文：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
Publications/HR.PUB.12.2_En.pdf 
中文：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
Publications/HR_PUB_12_02_ch.pdf 

 

http://wenku.baidu.com/view/c482a5c30c22590102029d87.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c482a5c30c22590102029d87.html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3/content_1384124.htm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3/content_1384124.htm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3/content_1384124.htm
http://www.gov.cn/flfg/2005-10/28/content_85478.htm
http://www.gov.cn/flfg/2005-10/28/content_85478.htm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PUB.12.2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PUB.12.2_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2_02_ch.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2_02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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