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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211.htm 第五章 交通运输噪

声污染防治 第三十一条 本法所称交通运输噪声，是指机动车

辆、铁路机车、机动船舶、航空器等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行时

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第三十二条 禁止制造、

销售或者进口超过规定的噪声限值的汽车。 第三十三条 在城

市市区范围内行使的机动车辆的消声器和喇叭必须符合国家

规定的要求。机动车辆必须加强维修和保养，保持技术性能

良好，防治环境噪声污染。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辆在城市市区

范围内行驶，机动船舶在城市市区的内河航道航行，铁路机

车驶经或者进入城市市区、疗养区时，必须按照规定使用声

响装置。 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救护车等机动车辆安

装、使用警报器，必须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在执行

非紧急任务时，禁止使用警报器。 第三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

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

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六条 建设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高架、轻轨道路，有可能造成环

境噪声污染的，应当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有效的控制环

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第三十七条 在已有的城市交通干线的两

侧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间隔

一定距离，并采取减轻、避免交通噪声影响的措施。 第三十

八条 在车站、铁路编组站、港口、码头、航空港等地指挥作

业时使用广播喇叭的，应当控制音量，减轻噪声对周围生活



环境的影响。 第三十九条 穿越城市居民区、文教区的铁路，

因铁路机车运行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当地城市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铁路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减轻环境噪声污染的

规划。铁路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的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减轻环境噪声污染。 第四十条 除起飞、降落或者

依法规定的情形以外，民用航空器不得飞越城市市区上空。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航空器起飞、降落的净空周围划定限制

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区域；在该区域内建设噪声敏感建筑

物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减轻、避免航空器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影响的措施。民航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环境噪声

污染。 第六章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第四十一条 本法所称

社会生活噪声，是指人为活动所产生的除工业噪声、建筑施

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第

四十二条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因商业经

营活动中使用固定设备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商业企业，必须

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造成环

境噪声污染的设备的状况和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的情况

。 第四十三条 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核发营业执照。 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

所，其经营管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商业经营

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

揽顾客。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冷却塔等可能产生



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其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

，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第四

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设物集中

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

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

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

定。 第四十六条 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

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

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第四十七条 在已竣工交付使用

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采取其

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建设

项目中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

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

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

规定，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五条的规

定，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拆除或者闲置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致使环境噪声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



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

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

令停业、搬迁、关闭。 前款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决定。责令停业、搬迁、关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的规

定，生产、销售、进口禁止生产、销售、进口的设备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

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第五十

四条 违反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进

行产生偶发性强烈噪声活动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节给

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第五十五条 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违反

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机构现场

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权的监督管理部

门、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第五

十六条 建筑施工单位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城

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的集中区域内，夜间进行禁止进行的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由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

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机动车辆不按

照规定使用声响装置的，由当地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节给予

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机动船舶有前款违法行为的，由港务监

督机构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铁路机车有第

一款违法行为的，由铁路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



处分。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

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一）在城市市区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二）违反当地公

安机关的规定，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

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

境的过大音量的； （三）未按本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

规定采取措施，从家庭室内发出严重干扰周围居民生活的环

境噪声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

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环境噪声

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 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行使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的，从其决定。 第六十一条 

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

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

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构调解处

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二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 （一）“噪声排放”是指噪声源向周围生活环境辐射噪声

。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是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

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三）“噪声敏感建



筑物集中区域”是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

住宅为主的区域。 （四）“夜间”是指晚二十二点至晨六点

之间的期间。 （五）“机动车辆”是指汽车和摩托车。 第六

十四条 本法自１９９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９月

２６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

例》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１ 主

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五类区域的环境噪声最

高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区域。乡村生活区域可参照本标

准执行。 ２ 标准值 城市５类环境噪声标准值如下： 类别 昼

间 夜间 ０类 ５０分贝 ４０分贝 １类 ５５分贝 ４５分贝 ２

类 ６０分贝 ５０分贝 ３类 ６５分贝 ５５分贝 ４类 ７０分贝

５５分贝 ３ 各类标准的适用区域 （１）０类标准适用于疗养

区、高级别墅区、高级宾馆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位于

城郊和乡村的这一类区域分别按严于０类标准５分贝执行。 

（２）１类标准适用于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乡村

居住环境可参照执行该类标准。 （３）２类标准适用于居住

、商业、工业混杂区。 （４）３类标准适用于工业区。 （５

）４类标准适用于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穿

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铁路主、次干线两

侧区域的背景噪声（指不通过列车时的噪声水平）限值也执

行该类标准。 ４ 夜间突发噪声 夜间突发的噪声，其最大值不

准超过标准值１５分贝。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标准 １．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工厂及有可能造成噪

声污染的企事业单位的边界。 ２．标准值 各类厂界噪声标准

值如下： 类别 昼间 夜间 一类 ５５分贝 ４５分贝 二类 ６０

分贝 ５０分贝 三类 ６５分贝 ５５分贝 四类 ７０分贝 ５５分



贝 ３．各类标准适用范围的划定 一类标准适用于以居住、文

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二类标准适用于居住、商业、工业混杂

区及商业中心区。 三类标准适用于工业区。 四类标准适用于

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 ４．各类标准适用范围由地方人民

政府划定。 ５．夜间频繁突发的噪声（如排气噪声）。其峰

值不准超过标准值１０分贝，夜间偶然突发的噪声（如短促

鸣笛声），其峰值不准超过标准值１５分贝。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