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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报告书/报告表）。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在红河州行政区域内建设列入《红河州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建设项目的建设单

位。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6 年

本）：

（一）农、林、牧、渔、水利

农业：垦殖 5000 亩及以上；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垦殖、农田改造、农

产品基地项目。

林业：原料林基地项目。

牧业、渔业：年出栏生猪 5000 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

及以上；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网箱、围网等投饵养

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淡水养殖工程。

水利：库容 3000 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新建 5万亩及以上、改造 30

万亩及以上的灌区工程；引水工程；新建大中型防洪治涝工程；涉及环境

敏感区的河湖整治工程；日取水量 1 万立方米以下的地下水开采工程。

（二）能源

电站：单站总装机 5 万千瓦以下水力发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单纯

利用余热、余压、余气（含煤层气）的发电项目；利用地热、太阳能热等

发电项目；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电网工程：500 千伏以下送（输）变电工程。

油气：总容量 20 万立方米及以上；地下洞库的油库（不含加油站的

油库）。地下气库（不含加气站的气库），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管线（不

含城市天然气管线）。

煤炭：年产 30 万吨及以下的煤炭开发项目，年产 1 亿立方米以下的

煤层气开采项目，煤炭洗选、配煤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储存、

集运、型煤、水煤浆生产项目。

（三）原材料

采掘：年产 10万吨以下的有色金属独立采矿（金矿除外），年产 15

万吨以下的铁矿地下开采，土砂石开采，化学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砷



矿、年产 50万吨及以上的磷矿项目除外），采盐项目。

冶炼加工：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压延加工（稀土项目除外），化学矿

及其他非金属矿项目（工业硅除外），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金属制品

项目。

石化化工：除国家生态环境部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权限以外需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石化化工项目。

建材：水泥粉磨站；玻璃制品；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陶瓷制品；耐火材料及其制品；石墨、碳素；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非金属制品。

（四）机械电子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及维修，除机车、车辆、动车组以外的铁路运输

设备制造及修理项目，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制造；自行车制造；交通器材

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除铅蓄电池以外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除卫

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等以外的电子生产项目（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除

外）。

（五）医药

化学药品制造；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中成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

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的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六）轻工纺织化纤

轻工：粮食或饲料年加工 25 万吨及以上；有发酵工艺的。植物油加

工（单纯分装和调和除外）；年屠宰 10万头畜类（或 100 万只禽类）及

以上的屠宰；年加工 10万吨及以上的水产品加工；年加工 20万吨及以上

的乳制品加工；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项目（单纯分装除外）；除有发酵

工艺以外的酒精饮料及酒类制造项目；果菜汁类及其他软饮料原汁生产制

造；年产 30万箱以下的卷烟；有电镀或喷漆工艺的锯材、木片加工、家

具制造；年产 2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人造板制造；除制浆以外的造纸；有

化学处理工艺的纸制品；橡胶加工、橡胶制品翻新；塑料制品制造；有电

镀、喷漆、机加工的工艺品制造；除制革以外的皮革、皮毛、羽毛（绒）

制品。

纺织化纤：除单纯纺丝外的化学纤维制造。有洗毛、染整、脱胶工段

的；产生缫丝废水、精炼废水的纺织品制造。有湿法印花、染色、水洗工



艺的服装制造。

除以上项目外，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轻工

纺织化纤项目。

（七）交通运输

道路：除高速公路、跨大江大河（通航段）独立公路桥梁、隧道以外

的公路项目。

机场：改扩建一类通用机场，新改扩建二类、三类通用机场，供油工

程。

航运：单个泊位 1000 吨级以下的内河港口；滚装、客运、工作船、

游艇码头；铁路轮渡码头；1000 吨级以下的航道工程、水运辅助工程；

航电枢纽工程；中心渔港码头。

（八）社会事业

城建：需要编制报告书的城市道路，城市桥梁、隧道；煤气生产；热

力生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转运、集中处置（生活

垃圾焚烧除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泥）集中处置；污染场地治理

修复工程；有毒、有害、危险品及物流配送的仓储（不含油库、气库、煤

炭储存）；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有实验室的学校；医

院；专科防治院（所、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实验室；研发基地；

胶片洗印厂；殡仪馆。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宾馆、

酒店、办公用房等。

旅游：涉及国家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下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涉及省级风景名胜区、省（州）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总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总

投资 2 亿元及以上的其他旅游开发，影视基地建设。

娱乐：公园（特大、大型主题公园除外）。

（九）核与辐射

电磁辐射设施：除广播电台、差转台、电视塔台、卫星地球上行站、

雷达、机场导航台站以外的无线通讯。

核技术利用：销售、使用Ⅳ类、Ⅴ类发射源；生产、销售、使用Ⅲ类

射线装置；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的核技

术利用退役项目。



（十）其他

跨县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州级、县市级自然保护区内总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下的建设项目；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州人民政府确定由州生态

环境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

1.未列入《红河州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6 年

本）》的建设项目；

2.实施限批的区域或企业属于限批情形的。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一）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三十四条。

（二）办理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第三条至第六条；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第六条至第九条；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

5.《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查审批程序暂行规定》；

6.《云南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上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

（http://www.mep.gov.cn）和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http://www.ynepb.gov.cn）下载。

三、实施机关及办件类型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承诺件、一次办。

四、审批条件

/E:/lzm/2018/窗口/指南/环评指南2018/指南手册/h
http://www.ynepb.gov.cn/


（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予以审批：

1.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和我省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

保护要求；

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布局符合区域、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等相关法定规划及有关规划环评要求；

3.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和生态功能要求，或

者采取措施后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4.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排放标准，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涉及可能产生放射性污染的，拟采

取的防治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染；

5. 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6. 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规定要求。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审批：

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

相关法定规划；

2.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

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

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5.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

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6.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五、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天马路与振兴路交叉口红河州政务服

务中心。

办事窗口：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审批综合服务窗口。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30（法

定节假日除外）。

六、申请材料



序

号

材料名

称

材 料

形 式
份数

材料

来源
其他要求

1

建设单

位报批

建设项

目环评

文件的

申请书

原 件 1 份

申请

人自

备

附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2

建设项

目环境

影响评

价文件

原 件

及 电

子版

3 份

（ 专

家 评

审 另

行 提

供）

申请

人

自备

同时提供 PDF 格式电子版。附“同意信息公开承诺书”，对涉密内容

进行删减的，需附删减说明并提供删减后的 PDF 格式电子版；附申请

人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证、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3

建设单

位委托

代理人

办理许

可事宜

委托书

原

件
1 份

申请

人

自备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1.通过网上预审符合要求的，纸质材料与网上提交材料核

对无误的，当场受理；2.未进行网上预审的，受理期限为 5个工作日。

法定办理时限：报告书 60个工作日；报告表 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报告书 30个工作日；报告表 15个工作日。

技术评估（专家评审、技术审查、现场踏勘）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八、审批收费

不收费。

九、中介服务

（一）中介事项名称

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十三条。

（三）资质条件

无。

十、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审批综合服务窗口。



（ 2 ） 网 络 提 交 ： 红 河 州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环 保 专 栏

（http://www.hh.gov.cn/hhzhjbhzl/）进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企业申报”

系统进行申报。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30（法定

节假日除外）。

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投资项目区环保窗口收到申请单位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作出受理决定。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单位发送《受理通知单》。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 5 日内

向申请单位发送《申请材料补正通知单》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

理的决定，并发送《不予受理通知单》。

（三）审查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委托红河州环境工程管理

中心组织开展技术评估（技术审查、专家评审或现场踏勘），红河州环境

工程管理中心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评估并出具技术评估意见。技术

评估为行政审批特别程序，不计入审批时限。

（四）审批发证

予以审批的报告书 30个工作日、报告表 15个工作日向申请人出具批

复文件；不予以审批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一、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投资项目区生态环境窗口。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3-3856544 0873-3856518。

3.网络咨询：红河州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0847）。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通过红河



州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咨询系统回复。

（三）办理进度查询

窗口查询：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投资项目区生态环境窗口。

网络查询：红河州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0847）。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批复文件。建设项目五年内未开工建设，批复文件自行

失效。

由红河州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投资审批综合服务窗口邮寄送达；并通过

红河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环保专栏公示，自公示之日满 60天，即视为送

达。

（五）监督投诉

电话投诉：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电话：0873-3856528。

州纪委监察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电话：0873-3732131。

网上投诉：红河州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10847）。

信函投诉：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通讯地址：蒙自市观澜路中段；邮政

编码：661100。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利害关系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红河州人民政府或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蒙自市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下载地址：http://www.hh.gov.cn/hhzhjbhzl/。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十三、流程示意图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申请示范文本

关于审批 XXX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申请书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我公司（建设单位）拟在 XXX（地点）建设 XXX 项目。该项

目建设基本内容为：XX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公司

（建设单位）已经委托 XXX（环评单位名称）开展了该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完成《XXX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现将相关材料呈报贵局，请予审批。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

附件：《XXX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3 份

XXX 公司（建设单位）（单位公章）

XXXX 年 X 月 X 日

关于建设项目环评报批申请函.docx


附件 2：

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办理许可事宜委托书示范文本

XXX 建设单位关于委托代理人办理 XXX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

表）审批事宜委托书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XXX 建设单位委托以下代理人 XXX 办理 XXX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审批事宜,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我单位负责。

委托代理内容：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XXX 公司（建设单位）（单位公章）

XXXX 年 X 月 X日



附件 3：

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承诺书（示范文本）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 XXXXXX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已到达受理条件，为

认真履行企业职责，自愿依法主动公开并同意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表）全本信息（同时附删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及删

除依据和理由说明报告），依法承担因信息公开带来的后果。

特此承诺！

XXX 公司（建设单位）（单位公章）

XXXX 年 X 月 X日



附 件 4：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行政许可受理通知单

行政机关：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业务编号：2018--
申请单位/

申请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已交材

料清单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数量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或报告

表 3 份，同时提供 PDF 格式电子版；附“同

意信息公开说明”，对涉密内容进行删减的，

需附删减说明并提供删减后的 PDF 格式电子

版；附申请人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

代表身份证明）

纸质 3

建设单位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申请文件 纸质 2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许可事宜委托书 纸质 2

告知咨询

接件窗口

事项

同意受理。

受理人 承诺时限
30 个工作日(报告书)

15 个工作日(报告表)

受理时间 联系电话

咨询接件

窗口人员

签字 年 月 日

本受理通知单一式 3 份，受理机关、窗口、建设单位各留存 1 份。



附 件 5：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单

部门工作窗口（公章）：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业务编号：2018--

申请单位/

申请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项目名称

项目序号

项目代码

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不予受理

的依据和

理由

经审查，该事项不属于我局职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受理，请你（单位）向（有权受

理该项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如你（单位）不服本通知的决定，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红河州

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生态环境部门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

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告知

申请单位/

申请人

事项

经办人 时间 联系电话

咨询接件

窗口人员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单一式二份，办理机关、申请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 件 6：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单
部门工作窗口（公章）：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业务编号：2018--

申请单位/

申请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项目名称

项目序号

项目代码

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已交材

料清单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数量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 纸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批稿 纸质

项目技术评估意见 纸质

补正材

料清单

材料补

正意见

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请你（单位）补

正以上材料后重新申请。

经办人 时间 联系电话

咨询接件

窗口人员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单一式二份，办理机关、申请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 件 7：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行政许可事项
送 达 回 证

备注： 1.如发生拒收情况时，其他人员在场，记明情况，留下送达文件即为送达。

2.如系代收，请注明其与受送达人的关系证明。

3.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受送达人留存，一份送达机关留存。

受送达人

送达地点

红河州政务服务管

理局大厅生态环境

窗口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

送达时间

送达文书

名称及文号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代收人（身份）及代收理由：

年 月 日

备 注：

送达机关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 送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