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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1996 年 12 月 3 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过 根据 2007 年 3 月 30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修

正 2018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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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重污染天气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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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

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监督管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合理规划城市布局，推广利用清

洁能源，促进清洁生产，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安排做

好本辖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助做好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

督管理。 第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和减少大气污染，并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

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

务。 第六条 大气污染防治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由省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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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制定考核办法。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实施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

七条 鼓励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和推广，支持

培养和引进大气污染防治专业人才。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第

八条 机关、社会团体、学校、新闻媒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应当加

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增强

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大气环境保护。

第二章监督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大气

环境承载力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编制本行政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

的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大气环境问题突出的地

区或者区域内的重污染行业，可以决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第

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

传输扩散规律，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统筹协调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重点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出重点防

治任务和措施，促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第十二条 本省实行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务院下达的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本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分解到县(市、区)人民政府。 除国家确定削减

和控制排放总量的重点大气污染物外，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大气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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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确定本省实行总量削减和控制的其他重

点大气污染物。 第十三条 本省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排

放工业废气或者国家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

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

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

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大气污染物。 第

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控制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按照

有利于总量减少的原则，对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实行排污权交

易。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气环境监测制

度，完善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网，按照国家有关监测和评价规范，开展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息。 第十六条 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自行或者委托有

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保存原始监测数据，确保

监测数据真实可靠，不得隐瞒、伪造、篡改监测数据。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备，与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保证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

息。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重点排污单位开

展监督性监测。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商有关部门依法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应当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专项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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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排污单位存在

突出大气污染问题或者发生重大大气环境违法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重

点督查，并向社会公开督查结果。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者

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一）未

完成国家和省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超过

总量控制指标的； （三）发生重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的； （四）执行

国家和省环境保护政策和工作部署不力，致使本地区大气环境问题突出

的； （五）未完成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任务的。 有前款（一）（二）项

情形之一的，还应当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大气环境质量、

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件以及环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 排污单位

应当向社会公开单位基本信息、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的建设和运行、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环境行政许可等信息，并对

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二十条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

大气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制定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操作规程，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台账。 第二十一条 排污单位可以

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第三方治理机构代其运营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实施大

气污染治理，并对治理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章防治措施

第一节燃煤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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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省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逐步调整能源结构，降低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省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制定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目标。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制定本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开采。新建煤矿应当同步配套建设煤炭洗选

设施，使煤炭的硫分、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准。已建成的煤矿除所采煤炭属

于低硫分、低灰分或者根据已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的以外，

应当限期建成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 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

料，应当采取防燃、防尘措施，防止大气污染。 第二十四条 燃煤电力企

业、焦化企业、钢铁企业以及其他燃煤单位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

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第二十五

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燃煤供热地区推进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在集中供

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

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分散燃煤供热锅炉和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

热锅炉，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将城市建成区划定为禁煤区，并

逐渐扩展。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定禁煤区范围。禁煤

区的划定应当考虑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 禁煤区内除煤电、集中供热和原

料用煤企业外,禁止储存、销售和燃用煤炭及其制品。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民用散煤管理。禁止销售、使用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

煤炭，禁止褐煤、洗中煤、煤泥等低质劣质煤作为民用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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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工业污染防治

第二十八条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钢铁、焦化、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

高排放、高污染项目。 城市建成区内的钢铁、焦化、建材、化工、有色金

属等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应当限期完成改造、转型、搬迁或者退出。 第

二十九条 排污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

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

恶臭气体排放。 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医院、学校、幼儿园、养

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制药、油

漆、塑料、橡胶、造纸、饲料等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

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限期搬迁。 第三十条 鼓励

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无挥发性有机物或者低毒、低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

料和产品。 下列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活动，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的原材料和工艺，按照规定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安装、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一）煤炭加

工与转化； （二）燃油、溶剂的储存、运输和销售； （三）涂料、油

墨、胶粘剂、农药等以挥发性有机物为原材料的生产； （四）涂装、印刷、

粘合和工业清洗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 （五）生物发酵等其他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第三十一条 排污单位应当严

格控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无组织排放源应当采取

封闭、集中收集和处理措施。

第三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改善道路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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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减少交通运输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优化城市功能和路网布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倡导低碳、环保出

行。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节能环保型

和新能源汽车，规划建设相应的充电站（桩）、加气站等基础设施，鼓励和

支持公交、出租、市容环境卫生、邮政、物流配送、机场铁路通勤等用车和

公务用车使用节能环保型和新能源汽车。 第三十四条 在用机动车应当按

照国家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

经检验合格的，方可上道路行驶。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的排放检

验报告。 第三十五条 未达到本地执行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 正常状态下排放黑

烟等明显可视大气污染物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六条 机动

车维修单位应当按照防治大气污染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在用机动车

进行维修，使其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

法加强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

市机动车维修单位名录，便于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进行选择。 第三十

七条 抽检、路检或者定期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应当进行强制维修，取得由

机动车维修单位出具的维修合格凭证，并进行复检。抽检、路检不得收取费

用。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维修或者改造后大气

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规定标准的机动车予以强制报废。 第三十九条 在用

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

要求，不能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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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控制装置。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推广使用严于

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油和清洁车用能源。销售车用燃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明

示油品质量标准；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标准的燃油和添加剂。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生产、流通领域燃油质量的监督

管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联动

执法机制。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实现信

息和数据共享。

第四节扬尘和其他污染防治

第四十二条 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从事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构）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从事水利、交通、矿山、电力等工程建设、建（构）

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

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工程承包合同中明确扬尘污

染防治责任。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遵守下

列规定： （一）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

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二）采取密闭

措施及时清运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在施工工地内堆存的，应当

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三）

施工工地出入口、主要通道、加工区等采取地面硬化处理措施，在施工工地

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密闭式防尘网； （四）在施工工地公

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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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

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第四十四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设计和开发利用

方案作业，设置废石、废渣、泥土等专门存放地，并采取围挡、硬化施工道

路、洒水降尘、设置防风抑尘网等防尘、降尘措施，并及时进行生态修复，

防治扬尘污染。 第四十五条 运输渣土、土方、砂石、垃圾、灰浆、煤炭

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措施，并按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

驶。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作业场所。在运输过程中不得遗撒、泄

漏物料。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

当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采用人工清扫的，应当符合作业规

范，减少扬尘。 第四十六条 企业物料堆放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密闭；

不能密闭的，应当安装防尘设施或者采取其他抑尘措施。装卸易产生扬尘的

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抑尘措施。 生活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

纳场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采取抑尘、防臭措施。 第四十七条 农业农

村、林业等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农药、化肥减量计划和措施，指导农林业生产

经营者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减少氨、挥发性有机物等大

气污染物的排放。 第四十八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按照规定对污

水、畜禽粪便和尸体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和无害化处理；未达到规模养

殖的畜禽养殖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四十九条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

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禁止露天

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和区域，减少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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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殡葬服务机构祭

祀活动的监督管理，引导公民文明、绿色祭祀，防止产生大气污染。

第四章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五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气象

主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会商、信息通报和数据共享

等机制，完善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体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并向社会公布。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污染天

气预警要求，采取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

单的工业企业应当编制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第五十四条 省、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向社会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短信等途径告知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指导公众

出行和调整其他相关社会活动。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

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采取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应急措施。在重污染天

气集中出现的季节，可以组织实施错峰生产、施工和运输。 在错峰生产、

施工和运输期间，重点排污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安

排，对生产经营活动和土方施工、运输进行调整，减少或者暂停排放大气污

染物的生产、作业。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法律责任已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



12

的煤炭，或者在禁煤区内销售煤炭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正常状态下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大气污染物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

以处罚。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采取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运输渣土、土方、砂石、垃圾、灰浆、煤炭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

未采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泄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

上道路行驶。 第六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大气污染防

治监督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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