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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

2.定

2.1

2.2

附件： 

 

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 

（ 第 I版 ） 

 

景和依据 

为推动和规范环境污染损害的鉴定评估工作，定量化环境污染

造成的损害,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国家生态环境资

源在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中遭受损害的赔偿与司法判决提供技术支

持，依据《宪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提出本《方法》。 

义 

环境污染损害 

指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造成的各类损害，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

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

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或恢复

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在正常

情况下可以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

服务功能的期间损害。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指某种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对其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公众

利益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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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3.环

3.1

防止污染扩大 

指当污染物等有害物质向环境排放，为防止污染扩散所采取的

应急处置措施。 

基线 

指污染物泄漏或有害物质向环境排放没有发生时，评估区域的

生态环境状态。 

污染修复 

指出现污染物泄漏或有害物质向环境排放产生风险时采取的降

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稳定或固定环境中污染物质、或对污染区域

实施隔离措施，将污染引发的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恢复或部分恢

复受污染区域环境功能的人工措施。 

生态恢复 

指使受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或好于基线状态所采取的人工恢

复措施。 

期间损害 

指从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发生到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和/或服务

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受影响区域不能完全发挥其生态功能，或为

其他自然资源或公众提供服务而引起的损害。 

境污染损害范围认定 

损害范围的认定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环境污染损害范围的认定借鉴参考了美国、欧盟等国外相关法



 —  13  —

3.2

律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范围的定义以及农业部等国内相关部门和行业

制定的事故损害评估范围，力争反映环境污染损害的客观实际和内

在属性。 

（2）简明性原则 

针对环境污染损害范围广、影响链长的特点，本《方法》对各

类损害进行了有选择的综合归并，以全面合理、重点突出、简明扼

要为目标确定损害的范围边界。 

（3）可操作原则 

确定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范围经过了充分的案例试点验证以及

国家和地方专家的反复论证，拟列入评估范围的损害易于评价，具

有实际可操作性。 

（4）循序渐进原则 

从保证评估范围架构的完整性和评估方法的成熟性两方面考

虑，提出全面完整和近期可操作两套损害评估范围，本着循序渐进

的原则将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的损害逐步纳入评估范围。 

环境污染损害范围 

全面完整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

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应急处置费用、调查评估费用、污染修复费用、

事故影响损害和其他应当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损害。 

近期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

害、应急处置费用、调查评估费用和污染修复费用，此五类损害的

评估适用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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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包括因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而支出的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一般性医疗支出费用、

造成人身伤残的特别损害、造成死亡的特别损害等费用。 

（2）财产损害 

财产损害包括因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直接造成的资产性财产损

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本《方法》将财产损害分为国家财产损害、

单位财产损害和个人财产损害，其中国家财产损害主要包括国有耕

地、林地、湿地和草地等生产性资产的直接产品损失；单位财产损

害主要包括国有和集体单位所有的固定资产和产品、半成品等其他

资产的损害；个人财产损害主要包括个人所有的渔产品、农作物、

畜禽和房屋等资产的损害。本《方法》所称“财产”不包括国家和

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 

（3）应急处置费用 

应急处置费用指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发生后现场抢救和应急处

理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为降低、减轻污染危害而采取的防止污

染扩大而投入的物资和人力，以及清理现场、人员转移安置等产生

的合理费用。具体包括污染控制费用及现场抢救费用、清理现场费

用、人员转移安置费用、应急监测费用。 

（4）调查评估费用 

调查评估费用指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所支出的费用，按实际评

估发生的费用计算，包括现场预调查、勘察监测、污染场地调查、



风险评估、损害评估费用。 

（5）污染修复费用 

污染修复费用指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结束后，经过污染风险评估

确定应该采取的将污染引发的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的人工干预措施

所需费用，包括制定修复方案和监测、监管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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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

4.1

4.2

4.3

4.3.

境污染事故损害的评估方法 

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评估方法参照适用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和标准。 

财产损害 

财产损害的评估方法参照适用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和标准，没有

相关规定和标准的，可以参照《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的

编制说明》（以下简称《编制说明》）评估计算。 

应急处置费用 

应急处置费用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即直接市场价值法评估。 

1 污染控制和现场抢救费用 

为防止污染继续扩大，同时对各种正在受到污染或即将受到污

染的财物进行抢救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投入的各种阻止污染

物扩散的物资、辅助使用的机器设备、燃料（油料）、人员工资或补

贴，以及因采取污染控制措施而造成的财产损害等。 

（1）投入的各种物资的价值： 

i

n

i
iM QPV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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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

式中：VM：为控制污染事故扩大而投入的各种物资的总价值（元）； 

Pi：投入的 i种物资价格，即购买时的价格，若无参考价格，可

按当期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计算； 

Qi：投入的 i种物资的数量。 

同时，投入使用的各种机器设备产生的费用按租赁使用费计算。 

（2）燃料（油料）费用： 

燃料（油料）费用=燃料（油料）消耗量（kg）×现价（元/kg）      （2） 

（3）人员费用： 

人员费用=人数×日均工资（补贴）标准（元/天）×天数（天）（3） 

（4）因采取污染控制措施而造成的财产损害 

财产完全损毁按重置成本法计算；如果部分损毁，损毁部分按

重置完全价值折旧方法计算，见式（4）。 

财产损失=重置完全价值（元）×（1-年平均折旧率%×已使用年

限）×损坏率（%）                                        （4） 

其中：年平均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100%/折旧年限（5） 

2 清理现场费用 

指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清理事故现场所发生的必要的、合理

的费用。清理费用主要包括材料费，运输费、人工费以及需要购置

的一些工具、特制的防护服等费用，计算方法参见式（1）。 

3 人员转移安置费用 

指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根据事故的性质和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程度，对受害人员和受到威胁的人员进行疏散、转移、安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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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所发生的费用。这部分费用按照实际发生计算。 

人员转移安置费用=（购置帐篷数目×帐篷单价）+安置居民日

常生活开支+转移安置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6） 

4 应急监测费用 

指监测人员的劳务费用和相关材料设备支出。 

应急监测费用=（监测人员人数×工作时间×监测劳务工资）+

新增监测设备费用（监测设备折旧费用）+监测材料费用        （7） 

调查评估费用 

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即直接市场价值法评估计算。 

污染修复费用 

如果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发生后，制定了详细完整的污染修复

方案，以实际修复工程费用作为污染修复费用。如果无法得到实际

修复工程费用，本《方法》推荐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和/或修复费用

法计算，并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

1.5-10 以及 1.0-2.5 的倍数作为这部分费用的上、下限值，确定原

则见表 1。 

表 1  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 

环境功能区

类型 
污染修复费用难于计算 污染修复费用易于计算 

地表水污染 

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8 倍 >修复费用的 1.8 倍 

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6-8 倍 修复费用的 1.6-1.8 倍 

I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4.5-6 倍 修复费用的 1.4-1.6 倍 

IV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3-4.5 倍 修复费用的 1.2-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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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功能区

类型 
污染修复费用难于计算 污染修复费用易于计算 

V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1.5-3 倍 修复费用的 1.0-1.2 倍 

地下水污染 

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10 倍 >修复费用的 2.5 倍 

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8-10 倍 修复费用的 2.0-2.5 倍 

I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6-8 倍 修复费用的 1.6-2.0 倍 

IV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4-6 倍 修复费用的 1.3-1.6 倍 

V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2-4 倍 修复费用的 1.0-1.3 倍 

空气环境污染 

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6 倍 --- 

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4-6 倍 --- 

I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2-4 倍 --- 

土壤环境污染 

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10 倍 >修复费用的 2.0 倍 

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6-10 倍 修复费用的 1.5-2.0 倍 

I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3-6 倍 修复费用的 1.0-1.5 倍 

海洋环境污染 

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10 倍 >修复费用的 1.7 倍 

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7-10 倍 修复费用的 1.4-1.7 倍 

III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4-7 倍 修复费用的 1.2-1.4 倍 

IV 类 虚拟治理成本的 2-4 倍 修复费用的 1.0-1.2 倍 

 

4.5.1 虚拟治理成本法 

虚拟治理成本为治理所有已排放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

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

治理成本按事故或事件所在地前三年单位污染物实际治理平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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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2）

计算。 

虚拟污染治理成本 = Σ（污染物排放量×单位虚拟治理成本） 

（8） 

2 修复费用法 

分别针对土壤、水体和其他环境要素提出修复费用计算方法。 

土壤修复费用 

土壤修复费用指经鉴定受污染土壤采取修复措施的费用，包括

编制修复方案、土壤修复和后期监测监管发生的所有费用。修复土

壤的参考单位成本见表 2，其他费用按直接市场价值法计算。当土壤

修复费用难以评价时，参照《编制说明》计算土壤损失作为替代修

复费用。 

土壤修复费用=编制方案费用+土壤修复费用+后期监测监管费

用                                                     （9） 

水体修复费用 

水体修复费用指采取应急措施后、经鉴定水体污染依然无法消

除、采取并实施其他人工干预措施所发生的费用，包括编制修复方

案、水体修复和后期监测监管发生的所有费用。修复水体的参考单

位治理成本见表 2，其他费用按直接市场价值法计算。当水体修复费

用难以评价时，参照《编制说明》计算水环境资源损失作为替代修

复费用。 

水体修复费用=编制方案费用+修复费用+后期监测监管费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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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和水资源参照单位修复治理成本 

单位：元/t   

修复技术 适用介质 单位治理成本 修复技术 适用介质 单位治理成本

市政工程技术 化学修复技术 

污染场地 

覆盖技术 
土壤、底泥 -- 化学氧化 

土壤、底泥、 

地表水、地下水 
700-4000 

含水层 

隔离墙技术 
地表水、地下水 -- 化学脱氯 土壤、底泥 -- 

污染场地 

隔离墙技术 

土壤、底泥、 

地表水、地下水 
-- 土壤淋洗 土壤、底泥 300-1500 

污染物挖除和

处理措施 
土壤、底泥 -- 溶剂浸提 土壤、底泥 5000-8900 

生物修复技术 物理修复技术 

自然衰减 地表水、地下水 -- 两相气提 
土壤、底泥、 

地表水、地下水 
900-1600 

生物翻堆 土壤、底泥 320-1400 曝气技术 地表水、地下水 600-1200 

生物通风 土壤、底泥 250-800 土壤气提 土壤、底泥 600-1400 

生物注气 
土壤、底泥、 

地表水、地下水 
500-1100 

反应性生物

渗透墙技术
地表水、地下水 250-4100 

耕作修复 土壤、底泥 300-2000 土壤清洗 土壤、底泥 250-800 

生物浆反应器 土壤、底泥 300-900 -- -- -- 

稳定和固定技术 热处理技术 

水力封堵 土壤、底泥 200-700 焚烧 土壤、底泥 5200-13000 

玻璃化技术 土壤、底泥 900-2800 热脱附 土壤、底泥 300-3300 

 

（3）

5.附

其他环境修复费用 

当总体环境修复方案难以制定时，可以环境破坏损失作为替代

修复费用，参照《编制说明》推荐方法计算评估。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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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适用范围的说明：本《方法》主要适用于指导试点地

方环境保护部门开展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损害评估工作，也可作

为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或环境污染案件审理时的参考。 

累积性环境污染事件的损害评估，可参照本《方法》进行。 

（2）关于评估范围的说明：矿藏、水流、海域、土地、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资源性财

产的损毁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评价范围。 

（3）关于重复计算的说明：污染事故和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污染

扩大而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发生的费用，计为应急处置费用，不计

为污染修复费用。 

（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针对实际案例情况对《方法》和

《编制说明》提出完善修订意见，或适用新的评估方法，但必须说

明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5）《编制说明》由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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