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的

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现就本市“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

标，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建立覆盖全市的“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能源结构、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坚实的

生态环境保障。 

（二）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严格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实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

的生态环境。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推

动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普遍推广。 

分类施策。根据生态环境功能、自然资源禀赋和首都发展实际，科学划分生态

环境管控分区，实施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准入，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 



动态调整。紧紧围绕本市“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后续相关规

划、政策调整确定的目标指标，对“三线一单”相关内容进行更新、完善。 

落地应用。坚持市区上下联动、部门横向对接，为实施生态环境管控提供依

据，对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引导作用。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碳排放率先达峰后稳中有降，基本消除劣Ⅴ

类水体，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绿色北京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到 2035 年，全市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广泛自觉，碳

排放持续下降，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基本建成。 

二、主要内容 

（一）生态环境管控分类 

生态环境管控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区域。优

先保护单元包括永久基本农田、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地、森林、河流湖泊等

现状生态用地，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法定保护空间，以及对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

要作用的部分大型公园和结构性绿地。对优先保护单元，坚持保护优先，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严控开发建设，严禁不符合

主体功能的各类开发活动，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大气、土壤、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资源环境要

素重点管控的区域，主要包括具有工业排放性质的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以

及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街道（乡镇）。对重点管控单元，以环境污染治理和风

险防范为主，要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污染排放控制和环境

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一般管控单元指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主要是执行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二）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衔接行政区、街道（乡镇）边界，以及产业园区、自然保护区等管理边界，建

立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并实施分类管理。全市共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756

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394个、重点管控单元 279个、一般管控单元 83个，优

先保护单元占全市总面积的 74.9%，重点管控单元占 20.1%，一般管控单元占

5.0%。 

（三）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国家、本

市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对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版）》

等要求，建立完善并落实“1+5+756”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即“1”个全

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5”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首

都功能核心区除外）、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的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以及 756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具体清单由市生态环境

部门另行发布。 

三、工作任务 

（一）发挥前置性作用 

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将“三线一单”成果作

为相关政策制定调整的重要依据，应将“三线一单”管控要求融入各类开发建

设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发挥“三线一单”的“划框

子、定规则、列清单”作用，强化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推动污染源管理、污

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联动管理。 

（二）强化准入手段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三线一单”成果与规划环评、区域评估、项

目环评的深度融合，将“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到规划环评审查和建设项目环评

审批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建立全市“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

台，实现“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动态管理和共享共用。 

（三）确保落地实施 

各区政府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要制定本地区“三线一单”管控实施方

案；可在全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成果和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的框架下，结合

区域发展定位、空间发展和保护格局，进一步细化本地区“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制定区级精细化管理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管控

实施方案和区级细化成果要上报市政府，并抄送市生态环境部门。 

（四）定期评估更新 

原则上每五年由市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对“三线一单”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调

整更新，并报市委、市政府审议。因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重大发展战

略、行政区划、生态保护红线等发生重大变化，或因五年规划发布实施、自然

保护地和耕地保护空间划定等，需要衔接调整“三线一单”内容，应由市生态

环境部门按照程序，适时动态更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调度 

要充分认识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重要意义，贯彻落实国

家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挥部门联合和市区联动的作用。市生态环

境部门牵头组织全市“三线一单”的编制、实施、评估、调整更新和宣传工

作；市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并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全市“三线一单”相关

工作；各区政府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做好本辖区“三线一单”的实

施、调整更新和宣传工作。 



（二）做好经费技术保障 

按照职责分工，市、区财政部门负责保障“三线一单”编制、细化、更新等工

作经费支出。市生态环境部门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切实做好技术保障，指导各

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三线一单”有关工作，推动“三线一单”成果

应用。 

 

（三）强化宣传培训 

结合管理需求和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运用多种形式，加大对全市各部门、各区

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宣传培训力度，切实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应用

实施。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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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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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

政区划
单元数量统计（个） 单元面积比例（%）

优先保护 重点管控 一般管控 各区合计 优先保护 重点管控 一般管控

东城区 0 17 0 17 0.0 100.0 0.0

西城区 0 15 0 15 0.0 100.0 0.0

朝阳区 15 43 0 58 7.7 92.3 0.0

丰台区 10 17 0 27 21.5 78.5 0.0

石景山区 9 9 0 18 27.3 72.7 0.0

海淀区 18 29 2 49 30.3 60.8 8.9

门头沟区 23 7 7 37 96.1 3.1 0.8

房山区 48 18 10 76 78.8 15.3 5.9

通州区 24 23 1 48 46.4 47.1 6.5

顺义区 40 26 6 72 51.0 38.2 10.8

昌平区 33 17 8 58 67.5 22.5 10.0

大兴区 25 23 5 53 49.1 38.7 12.2

怀柔区 32 8 10 50 93.8 4.3 1.9

平谷区 34 9 12 55 82.9 7.4 9.7

密云区 42 11 9 62 93.1 6.2 0.7

延庆区 41 7 13 61 93.1 3.1 3.8

北京市 394 279 83 756 74.9 20.1 5.0

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行政区划边界，分别归入大兴区和通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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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要求
优先保护单元

管控类别 重点管控要求

自然保护区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及准保护区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其中一级保护区

同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等。

国家公园
严格执行《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

界管理办法》等。

森林公园 严格执行《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其中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同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地质公园 严格执行《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其中地质遗迹保护区同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风景名胜区 严格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其中核心景区同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湿地公园
严格执行《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其中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同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

发边界管理办法》。

生态控制区其他区域 严格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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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管控单元（产业园区）

管控类别 重点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1.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

2.严格执行《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7 年版)》。

3.严格执行《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限制高污染、高耗水行业。

4.应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有序退出高风险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

5.应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相关要求。

6.严格执行《北京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

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

污染物排放管控

1.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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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

法规以及国家、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3.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审核及管理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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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重点管控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1.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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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国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完善环境风险防控

体系，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严格执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重点单位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储罐和管道，或者建

设污水处理池、应急池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

设施和泄漏监测装置，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1.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工业用新水零增长、生活用水控制增长、

生态用水适度增长的原则，加强用水管控。坚守建设用地规模底线，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

2.执行北京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系列行业标准以及《供热锅炉综合能源消耗限额》。

重点管控单元（产业园区）包括：具有工业排放性质的国家级及市级产业园区（开发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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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管控单元[街道（乡镇）]

管控类别 重点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北京市《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

2.严格执行《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7 年版)》。

3.严格执行《北京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

燃料燃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

4.执行《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引导工业企业入驻工业园区。

污染物排

放管控

1.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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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地方环

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2.落实《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优化道路设置和运输结构，推广新能源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用，加强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

3.严格执行《绿色施工管理规程》中强制要求部分。

4.严格执行《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加强城镇污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5.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6.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

理的补充通知》。

环境风险

防控

1.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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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2.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加强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的联动监管。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工业用新水零增长、生活用水控制增长、生态用水

适度增长的原则，加强用水管控。坚守建设用地规模底线，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腾退低效集体产业用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

2.执行《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耗限额》《供热锅炉综合能源消耗限额》以及北京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系列标准，强化建筑、交通、工业等领

域的节能减排和需求管理。

重点管控单元[街道（乡镇）]指：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街道（乡镇）。

一般管控单元

管控类别 重点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

约束

1.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北京市《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

2.严格执行《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7 年版)》。

污染物排

放管控

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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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审核及管理的补充通知》《绿色施工管理规程》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以及国家、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风险

防控

严格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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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

资源利用

效率要求

1.资源能源利用应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要求。

2.能源利用效率应符合《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耗限额》《供热锅炉综合能源消耗限额》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