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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745.htm （2002年6月29日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2年6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清洁生产的

推行 第三章 清洁生产的实施 第四章 鼓励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

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清洁生产，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

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 第二条 本法所称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

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

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第三条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单位以及从

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组织、实施清洁生产

。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促进清洁生产。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将清洁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

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区域开发等规划。 第五

条 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清洁

生产促进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计划、科学技术、农业、



建设、水利和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

责，负责有关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

内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计划、科学技术、农业、建设、水利和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

。 第六条 国家鼓励开展有关清洁生产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和国际合作，组织宣传、普及清洁生产知识，推广清洁生产

技术。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

、推广、实施及监督。 第二章 清洁生产的推行 第七条 国务

院应当制定有利于实施清洁生产的财政税收政策。 国务院及

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有利于实施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和推广政策

。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环境保护、计划、科学技术、农业、建设、水利等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制定清洁生产的推行规划。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在资源和废物综合利用等领域

进行合作，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使用。 第十条 国务院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环境保护、计

划、科学技术、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支持

建立清洁生产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向社会提供有

关清洁生产方法和技术、可再生利用的废物供求以及清洁生

产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务。 第十一条 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清洁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农业、

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行业或者地区的清洁

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实施清洁生产。 第十二条 国家对

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

品实行限期淘汰制度。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限期淘汰的生产技术、工

艺、设备以及产品的名录。 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设立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环境

与资源保护方面的产品标志，并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相应标准

。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清洁生产技术和有利于

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的示

范和推广工作。 第十五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

清洁生产技术和管理课程纳入有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

术培训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清洁生产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

者和公众的清洁生产意识，培养清洁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单位和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发

挥各自优势做好清洁生产宣传工作。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

源保护的产品。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

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

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清洁生产实施的监督

；可以按照促进清洁生产的需要，根据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情



况，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定期公布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

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的名单，为公众监督

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依据。 第三章 清洁生产的实施 第十八

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原料使

用、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污染物产生与处置等进行

分析论证，优先采用资源利用率高以及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

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 第十九条 企业在进行技术改造过

程中，应当采取以下清洁生产措施： （一）采用无毒、无害

或者低毒、低害的原料，替代毒性大、危害严重的原料； （

二）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工艺和设备，替

代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产生量多的工艺和设备； （三）对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废水和余热等进行综合利用或者循

环使用； （四）采用能够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防治技术。 第二十

条 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应当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影响，优先选择无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

回收利用的方案。 企业应当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减少包装

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 第二十一条 生产大型

机电设备、机动运输工具以及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

指定的其他产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授权机构制定的技术规范，在产品的主体构件上注

明材料成分的标准牌号。 第二十二条 农业生产者应当科学地

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改进种植和养殖

技术，实现农产品的优质、无害和农业生产废物的资源化，

防止农业环境污染。 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用作肥料或者用

于造田。 第二十三条 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当



采用节能、节水和其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设备，减少

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消费品。 第二十四条 

建筑工程应当采用节能、节水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建

筑设计方案、建筑和装修材料、建筑构配件及设备。 建筑和

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有毒、

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建筑和装修材料。 第二十五条 矿产

资源的勘查、开采，应当采用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

境和防止污染的勘查、开采方法和工艺技术，提高资源利用

水平。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在经济技术可行的条件下对生产

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余热等自行回收利用或者转让给

有条件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利用。 第二十七条 生产、销售被列

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在产品报废和

包装物使用后对该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强制回收的产品

和包装物的目录和具体回收办法，由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 国家对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实

行有利于回收利用的经济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

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检查强制回收产品和包装物的实

施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经

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对生产和服

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

需要对生产和服务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

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

物质的企业，应当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报

告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



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由国务院经济

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 企业在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

准的基础上，可以自愿与有管辖权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

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

排放量的协议。该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该企业的名称以及节约资

源、防治污染的成果。 第三十条 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

照国家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规定，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部门授权的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通过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第三十一条 根据本法第十七条规

定，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公布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接受公

众监督。 第四章 鼓励措施 第三十二条 国家建立清洁生产表

彰奖励制度。对在清洁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三条 对从事清洁生

产研究、示范和培训，实施国家清洁生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和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自愿削减污染物排放协议中载明的

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

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 第三十四条 在

依照国家规定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应当根据需要安

排适当数额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第三十五条 对

利用废物生产产品的和从废物中回收原料的，税务机关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增值税。 第三十六条 企业用于

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的费用，可以列入企业经营成本。 第五

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标注产



品材料的成分或者不如实标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物质超过国家标准的建筑和

装修材料的，依照产品质量法和有关民事、刑事法律的规定

，追究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履行产品或者包装物回收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

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

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公布

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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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