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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法规建库及合规性评估建库及合规性评估 ，，一切一切在线在线 搞掂搞掂 !!

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国务院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2019年02月17日2019年04月01日
国务院令第 708

号

国务院安

全生产委

员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2019 年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情况

的通报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安委办函〔2019〕

13 号

应急管理

部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

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

的通知

2019年01月31日2019年01月31日
应急厅〔2019〕17

号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2018 年度

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

工作情况的通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应急厅函〔2019〕

90 号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2018 年工

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情

况的通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应急厅函〔2019〕

91 号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监管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2019年02月14日2019年02月14日
应急厅〔2019〕20

号

生态环境

保护部

关于做好 2019 年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工作的通知
2019年01月30日2019年01月30日

环办应急[2019]9

号

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2月03日
环办执法函

[2019]149 号

关于实施生态环境监测方法新标

准相关问题的复函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监测函[2019]4

号

关于发布《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

年本）》的公告

2019年02月26日2019年02月26日
公告 2019 年第 8

号

一、 中国环境健康安全新法规最新信息（含主要标准）（2019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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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关于申报 2019 年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项目的通知
2019年02月27日2019年02月27日

环办核设函

[2019]216 号

交通运输

部

海运固体散装货物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
2019年01月28日2019年03月01日

交通运输部令第

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

航安全管理规定
2019年01月28日2019年05月01日

交通运输部令第

2号

工业和信

息化部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16 批）
2019年02月13日2019年02月13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 2019 年第 6

号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

项整治工作的补充通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建办市函〔2019〕

92 号

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认可及检验检测服务业

统计工作的通知

2019年01月29日2019年01月29日
市监检测函

﹝2019﹞194 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召开全

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的

通知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2月03日
市监认证函

〔2019〕265 号

认监委关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信息报送工作存在问题的通报
2019年02月11日2019年02月11日

国认监〔2019〕1

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

许可优化准入服务和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的公告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第 8号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

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督检

查和本息兑付风险排查有关工作

的通知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2月01日
发改办财金

〔2019〕187 号

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

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转发

《山西省煤矿班组安全建设规定》

的通知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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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最高人民

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2019年02月26日2019年02月26日 /

国家核安

全局

关于颁发 2019 年第二批民用核安

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证书

的通知

2019年02月15日2019年02月15日
国核安发

[2019]33 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

政策的通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财税〔2019〕20

号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教育

部/司法

部等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

女就业的通知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

国家发展

改革委/

民政部/

国家卫生

健康委

关于印发《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2019年02月20日2019年02月20日

发改社会〔2019〕

333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部等

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财税〔2019〕22

号

北京市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 基准（试行）》的通知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2月01日
京环发〔2019〕2

号

北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

定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4月01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

令第 279 号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北京

市 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管理权限的建设项目目录（2018

年本）》的公告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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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18

版）》的公告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

上海市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2019年01月31日2019年07月01日 公告第 11 号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排

水户监管工作的通知（2019 年修

正）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2月01日 /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规范性文件清

理情况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

级水利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2月03日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

组织开展稀土产品流通企业自查

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10日2019年02月10日 /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

强企业春节后复工复产和全国“两

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沪安委办〔2019〕

3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贯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推进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的通知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沪府办发〔2019〕

3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本市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部分地方税

费的通知

2019年02月19日2019年02月19日
沪府规〔2019〕10

号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9年02月22日2019年02月22日

沪应急发〔2019〕

1 号

江苏省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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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省第

十五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

企业名单的通告

2019年02月27日2019年02月27日 /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措施的通知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2月03日
粤府函〔2019〕3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自

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

措施分工方案的通知

2019年02月15日2019年02月15日
粤府函〔2019〕36

号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广

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全省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的紧急

通知

2019年02月19日2019年02月19日 /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组织开展

广东省通信基站环境管理与监测

平台培训的通知

2019年02月20日2019年02月20日 /

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关于 印发《2019 年广东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2019 年 02 月 28

日
2019年02月28日 /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2月01日

川办发〔2019〕12

号

四川省高速铁路安全管理规定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3月01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

令第 330 号

山东省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核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2月01日
鲁政办发〔2019〕

5 号

湖北省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章清理结

果的决定
2019年01月31日2019年01月31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

令第 402 号

湖北省城镇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2019年02月01日2019年04月01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

令第 403 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成品油市场专项清理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鄂政办电〔2019〕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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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预警和

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管理办法的

通知

2019年02月18日2019年02月18日
鄂政办发〔2019〕

16 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

审批权限的通知

2019年02月21日2019年02月21日
鄂政办发〔2019〕

18 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四上”企业统计人员业务培训工

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23日2019年02月23日
鄂政办电〔2019〕

22 号

重庆市

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4月01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

令第 326 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
2019年02月20日2019年02月20日

渝府发〔2019〕3

号

安徽省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全省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

的通知

2019年02月02日2019年02月02日
皖环函[2019]180

号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扎实做好节后复产复工安全生

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2019年02月22日2019年02月22日
皖安办〔2019〕6

号

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强化人

员密集型高后果区成品油管道保

护和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26日2019年02月26日
皖安办〔2019〕7

号

关于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的紧急通知
2019年02月26日2019年02月26日

皖安办〔2019〕8

号

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安

徽省危险化学品重点县专家指导

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9年02月27日2019年02月27日
皖安办〔2019〕9

号

关于报备 2019 年自然灾害和事故

灾难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计

划的通知

2019年02月27日2019年02月27日
皖应急函〔2019〕

90 号

湖南省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做好

冬春季节取暖安全工作的紧急通

知

2019年02月03日2019年02月03日
湘安明电〔2019〕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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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法规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法规文号/标准号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

则》的通知

2019年02月12日2019年02月12日
湘安﹝2019﹞1

号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湖南省危险化学品重点县

三年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方案》的通

知

2019年02月19日2019年02月19日
湘安办明电

〔2019〕10 号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转发应

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2018 年工贸

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

情况通报的通知

2019年02月21日2019年02月21日 /

云南省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 2018 年工贸行业粉尘涉爆企业

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的通

报

2019年02月20日2019年02月20日
云安办函〔2019〕

17 号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化工

安全仪表系统管理指导意见的通

知

2019年02月22日2019年02月22日
云应急〔2019〕9

号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2019年02月24日2019年02月24日

云安办发电

〔2019〕5 号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印

发 2019 年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烟

花爆竹安全监管和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9年02月25日2019年02月25日
云应急办〔2019〕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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