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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工业固体废物相关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污染防控技术要求、环境管理台

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合规判定方法等。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附录 D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陕西省环境调

查评估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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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基本情况填报要求、污染

防控技术要求、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合规判定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及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

证中工业固体废物相关的申请信息，适用于指导审批部门审核确定排污单位填报的排污许可

证中工业固体废物相关的许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B0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B07），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B0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B09），非金属矿采选业（B10），造纸和纸制品业（C2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C2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医药制造业

（C27），化学纤维制造业（C2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C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金属制品业（C33），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D4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等行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且按照《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应申领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其他行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不再执行已有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的工业固体

废物排污许可管理要求；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修订时可按本标准进一步

细化规范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待发布后从其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 5085.1~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55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608 排污单位编码规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 2035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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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 第 11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令 第 15号）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年 第 7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业固体废物 industrial solid waste

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3.2 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指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污单位。

3.3 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 pollutant emission unit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storage, recycling, treatment and disposal

指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性活动的排污单位。其中，危险废物治理排

污单位是指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3.4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

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3.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non-hazardous solid waste

指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工业固体废物。

3.6 贮存 storage

指将固体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的活动。

3.7 处置 disposal

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

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

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4 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4.1 危险废物基本情况

4.1.1 危险废物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危险废物的名称、代码、物理性状、产生环节及去向等信息，参见附录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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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危险废物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GB 5085.1~7 和 HJ 298判定，填报危险废物

名称、代码等信息。

b）物理性状为工业固体废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物理状态，包括固态（固态废物，S）、

半固态（泥态废物，SS）、液态（高浓度液态废物，L）、气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

G）等。

c）产生环节指产生该种危险废物的设施、工序、工段或车间名称等。

d）去向包括自行贮存，自行处置，委托外单位贮存、利用或处置等。

4.1.2 危险废物自行贮存设施信息

自行贮存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贮存危险废物的设施，填报信息包括贮存设施名称、

编号、类型、位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设计贮存的危险废物的名称、代码、数量、计

量单位等信息，参见附录 B.3。

a）贮存设施名称按排污单位对该贮存设施的内部管理名称填写。

b）设施编号应填报危险废物自行贮存设施的内部编号，无内部设施编号的按照 HJ 608

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编号规则编号并填报。

c）设施类型填报自行贮存设施。

d）设施位置应填报危险废物自行贮存设施的地理坐标。

e）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是指该贮存设施是否符合 GB 15562.2、GB 18597、HJ 2025

和 HJ 2042等标准中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

f）设计贮存危险废物的名称、代码按照 4.1.1执行。

g）设计贮存危险废物的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h）计量单位为 t，以 L、m3等体积计量的，应折算成 t；以个数作为计量单位的，除填

写个数外，原则上还应折算成 t；半固态危险废物备注含水率等指标。

4.1.3 危险废物自行处置设施信息

自行处置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除生产设施外单独建设的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填报

信息包括设施名称、编号、类型、位置、自行处置方式，设计处置危险废物的名称、代码、

数量、计量单位等信息，参见附录 B.3。

a）自行处置设施名称按排污单位对该处置设施的内部管理名称填写。

b）设施编号应填报危险废物自行处置设施的内部编号，无内部设施编号的按照 HJ 608

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编号规则编号并填报。

c）设施类型填报自行处置设施。

d）设施位置应填报危险废物自行处置设施的地理坐标。

e）自行处置方式包括：D1填埋，D9 物理化学处理（如蒸发、干燥、中和、沉淀等，

不包括填埋或焚烧前的预处理），D10焚烧，D16其他等。其他方式包括：C1水泥窑协同

处置，C2生产建筑材料，C3 清洗（包装容器）。排污单位采用其他方式的，在申报系统选

择“其他”项进行填报。

f）设计自行处置危险废物的名称、代码按照 4.1.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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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设计自行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h）计量单位按照 4.1.2执行。

4.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4.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物理性状、产生环节、去向等信息，参

见附录 B.2。

a）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照附录 A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代码等信息；待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分类标准或管理文件发布后，从其规定。

b）物理性状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物理状态，包括固态（固态废物，S）、

半固态（泥态废物，SS）、液态（高浓度液态废物，L）、气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

G）等。

c）产生环节指产生该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设施、工序、工段或车间名称等。

d）去向包括自行贮存，自行处置，委托外单位贮存、利用或处置等。

4.2.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贮存设施信息

自行贮存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设施，填报信息包括贮存设

施名称、编号、类型、位置、是否符合贮存相关标准要求，设计贮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

称、代码、数量、计量单位等信息，参见附录 B.4。

a）贮存设施名称按排污单位对该贮存设施的内部管理名称填写。

b）设施编号应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贮存设施的内部编号，无内部设施编号的按

照 HJ 608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编号规则编号并填报。

c）贮存设施类型填报自行贮存设施。

d）设施位置应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贮存设施的地理坐标。

e）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是指该贮存设施是否符合 GB 15562.2、GB 18599等标准中

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

f）设计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按照 4.2.1执行。

g）设计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h）计量单位按照 4.1.2执行。

4.2.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设施信息

自行处置设施是指排污单位厂界内除生产设施外单独建设的自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的设施，填报信息包括设施名称、编号、类型、位置、自行处置方式，设计处置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数量、计量单位等信息，参见附录 B.4。

a）自行处置设施名称按排污单位对该处置设施的内部管理名称填写。

b）设施编号应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设施的内部编号，无内部设施编号的按

照 HJ 608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编号规则编号并填报。

c）设施类型填报自行处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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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设施位置应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设施的地理坐标。

e）自行处置方式包括：D1填埋，D9 物理化学处理（如蒸发、干燥、中和、沉淀等，

不包括填埋或焚烧前的预处理），D10焚烧，D16其他等。其他方式包括：C1水泥窑协同

处置，C2生产建筑材料，C3 清洗（包装容器）。排污单位采用其他方式的，在申报系统选

择“其他”项进行填报。

f）设计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代码按照 4.2.1执行。

g）设计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h）计量单位按照 4.1.2执行。

5 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5.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

染防控技术要求应符合排污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鼓励采取

先进工艺对煤矸石、尾矿等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待土壤及地

下水自行监测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5.2 危险废物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属于危险废物的，其贮存场和处置场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

还应满足 GB 15562.2、GB 18484、GB 18597、GB 18598、GB 30485、HJ 2025 和 HJ 2042

等标准规范要求，或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贮存、利用和处置。有审批权

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管理需求，依法依规增加危险废物相关环境管理要求内容。

5.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场和处置场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

维护要求还应符合 GB 18599、GB 15562.2、 GB 30485和 HJ 2035等标准规范要求。有审批

权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管理需求，依法依规增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环境管理

要求内容。

6 环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

6.1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6.1.1 一般原则

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及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及 HJ 944记录环境

管理台账，危险废物还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8、HJ 2042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

计划制定指南》等标准及管理文件的相关要求。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表参考附录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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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记录内容

a）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处置信息

严格按照实际生产状况记录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包括记录时间、产生环节、废物名称、

代码、物理性状、去向等，并建立台账记录报告。

排污单位应每月汇总危险废物贮存、处置情况，包括记录时间、废物名称、上月底贮存

量、本月底贮存量、自行处置量、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委托单位名称及其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编号等。

危险废物治理排污单位还应填报危险废物的来源、废物名称、代码、接收数量以及去向

等信息。

b）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台账应包括记录时间、贮存设施名称以及贮存危险废物名称、代码、

入库量、出库量等。

危险废物自行处置设施台账主要包括记录时间、自行处置设施名称、运行状态、自行处

置危险废物名称、自行处置量等。

6.1.3 记录频次

排污单位应结合生产记录确定环境管理台账合理记录频次，也可按以下频次执行。

危险废物产生信息和危险废物接收情况根据《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确

定，待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技术规范发布后，从其规定。危险废物贮存、处置情况按月度统计；

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每周或每批次记录 1次。

6.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6.2.1 一般原则

工业固体废物排污单位及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应按照本标准及 HJ 944记录环境

管理台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还应符合 GB 18599、HJ 2035等标准的相关要求。排污单位环

境管理台账记录表参考附录 C.2。

6.2.2 记录内容

a）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处置信息

严格按照实际生产状况记录固体废物产生情况，包括记录时间、产生环节、废物名称、

代码、物理性状、去向等，并建立台账记录报告。

排污单位应每月汇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情况，包括记录时间、废物名称、代

码、上月底贮存量、本月底贮存量、自行处置量、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委托单位名称等。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还应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来源、名称、代码、接收

数量以及去向等信息。

b）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台账应包括记录时间、贮存设施名称、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名称、入库量、出库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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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设施台账主要包括记录时间、自行处置设施名称、运行状态、

自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自行处置量等。

6.2.3 记录频次

排污单位应结合生产记录确定环境管理台账合理记录频次，也可按以下频次执行。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信息和接收情况每月记录 1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情

况按月度统计；贮存、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每周或每批次记录 1次。

7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7.1 一般原则

排污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提交执行报告，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内容应按照本标

准统计报表并按要求提交执行报告。

7.2 危险废物执行报告内容要求

属于危险废物的，执行报告内容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8、GB 30485、HJ 2042及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等标准及管理文件的相关要求。

a）说明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及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

理设施等，参见附录 D.1。

b）说明危险废物自行贮存情况，包括排污单位所有自行贮存设施的编号、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设计贮存能力、实际贮存量，存在实际贮存量超过贮存能力或实际贮存种类不属

于设计贮存种类的，应当说明超规模或超种类贮存原因，参见附录 D.2。

c）说明危险废物自行处置情况，包括排污单位所有自行处置设施的编号、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设计处置能力、实际处置量，存在实际处置量、处置种类超过处置能力的，应当

说明超能力处置原因，参见附录 D.3。

d）说明危险废物委托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包括所有委托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外单

位名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废物名称、废物代码及实际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等，参

见附录 D.4。

7.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报告内容要求

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执行报告内容应符合 GB 18599、HJ 2035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a）说明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及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

理设施等，参见附录 D.1。

b）说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情况，包括排污单位所有自行贮存设施的编号、废物名

称、废物代码、设计贮存能力、实际贮存量，存在实际贮存量超过贮存能力或实际贮存种类

不属于设计贮存种类的，应当说明超规模或超种类贮存原因，参见附录 D.5。

c）说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情况，包括排污单位所有自行处置设施的编号、废

物名称、废物代码、设计处置能力、实际处置量，存在实际处置量、处置种类超过处置能力

的，应当说明超能力处置原因，参见附录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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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说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委托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包括所有委托贮存利用处置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的外单位名称、废物名称、废物代码及实际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等，参见附录

D.7。

8 合规判定方法

有下列情形的视为不合规：排污单位生产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行为

不符合GB 15562.2、GB 18484、GB 18597、GB 18598、GB 18599、GB 30485、HJ 2025、

HJ 2035和HJ 2042等标准规范要求；未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规范记录相关信息；未按要求编制并提交执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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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参考表

序号 代码 名称

1 SW01 冶炼废渣

2 SW02 粉煤灰

3 SW03 炉渣

4 SW04 煤矸石

5 SW05 尾矿

6 SW06 脱硫石膏

7 SW07 污泥

8 SW09 赤泥

9 SW10 磷石膏

10 SW99 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0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许可证申请表样式

表 B.1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危险废物部分）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代码 物理性状 产生环节
去向

（□自行贮存 □自行处置 □外委利用、贮存或处置）

1

2 …… …… …… …… ……

表 B.2排污单位基本信息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部分）

序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名称
代码 物理性状 产生环节

去向

（□自行贮存 □自行处置 □外委利用、贮存或处置）

1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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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置设施信息表

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置设施基本信息

名称 编号

类型 □自行贮存设施

□自行处置设施
位置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贮存设施填报） □是 □否 处置方式（处置设施填报）

设计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基本信息

序号 设计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名称 代码 设计贮存/处置危险废物数量（折算为 t）
设计贮存/处置危险废物数量

（□t □L □m
3
□个）

备注

1

2 …… …… …… ……

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注：设计贮存/处置危险废物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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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设施信息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设施基本信息

名称 编号

类型 □自行贮存设施

□自行处置设施
位置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贮存设施填报） □是 □否 处置方式（处置设施填报）

设计贮存/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基本信息

序号
设计贮存/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

称
设计贮存/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数量（折算为 t）

设计贮存/处置一般工业废物数量

（□t □L □m
3
□个）

备注

1

2 …… …… ……

污染防控技术要求

注：设计贮存/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数量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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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表

表 C.1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表

危险废物接收情况

（仅工业固体废物治理

排污单位需填报）

记录时间 废物来源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a 接收外单位量（t） 去向 b

…… …… …… …… …… ……

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记录时间 产生环节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a 物理性状 去向 b

…… …… …… …… …… ……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运行

管理信息

设施名称 记录时间 废物名称 代码 入库量 出库量 计量单位

设施 1
…… …… …… …… …… ……

…… …… …… …… …… …… ……

危险废物自行处置设施

运行管理信息

设施名称 记录时间 运行状态 c 废物名称 自行处置量 计量单位

设施 1
…… …… …… …… ……

…… …… ……… …… …… ……

危险废物贮存、处置

情况月度统计

记录时间 废物名称 上月底贮存量 本月底贮存量 d 自行处置量 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
委托单位

名称

委托单位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

证编号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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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险废物需要填写废物代码。
b去向为自行贮存、自行处置、委托贮存利用处置。
c运行状态填报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异常情况需要说明原因。
d本月底贮存量＝上月底贮存量＋本月入库量－本月出库量。

表 C.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接收

情况（仅工业固体废物

治理排污单位需填报）

记录时间 废物来源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a 接收外单位量（t） 去向 b

…… …… ……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情况

记录时间 产生环节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a 物理性状 去向 b

…… …… ……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设施名称 记录时间 废物名称 代码 入库量 出库量 计量单位

设施 1
…… …… …… …… …… ……

…… …… …… ……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

处置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设施名称 记录时间 运行状态 c 废物名称 自行处置量 计量单位

设施 1
…… …… …… …… ……

…… …… ……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情况月度统计

记录时间 废物名称 上月底贮存量 本月底贮存量 d 自行处置量 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 委托单位名称

…… …… …… …… …… …… ……

a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需要填写废物代码。
b去向为自行贮存、自行处置、委托贮存利用处置。
c运行状态填报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异常情况需要说明原因。
d本月底贮存量＝上月底贮存量＋本月入库量－本月出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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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执行报告样表

表 D.1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汇总表

项目 内容 报告周期内执行情况 备注

排污单位

基本情况

（一）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处置方式 □变化 □未变化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执行标准名称 □变化 □未变化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相关情况（仅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位需填报） □变化 □未变化

（二）产排污环

节、污染物及污染

治理设施

固体废物

①污染物治理设施

（自动生成）

固体废物名称 □变化 □未变化

固体废物种类及废物代码 □变化 □未变化

产生情况 □变化 □未变化

贮存、处置情况 □变化 □未变化

②污染物治理设施

（自动生成）

固体废物名称 □变化 □未变化

固体废物种类及废物代码 □变化 □未变化

产生情况 □变化 □未变化

贮存、处置情况 □变化 □未变化

…… □变化 □未变化

注：对于选择“变化”的，应在“备注”中说明原因。

表 D.2 危险废物实际贮存情况报表

贮存设施编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贮存能力 实际贮存量 a 超规模或超种类贮存原因说明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合计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a 实际贮存量填报执行报告提交周期最后一个月的危险废物月底贮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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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危险废物自行处置情况报表

自行处置设施编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处置能力 实际处置量 超能力处置原因说明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合计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表 D.4危险废物委托贮存利用处置情况报表

委托单位名称
委托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

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 …… …… ……

表 D.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际贮存情况报表

贮存设施编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代码 贮存能力 实际贮存量 a 超规模或超种类贮存原因说明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合计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a 实际贮存量填报执行报告提交周期最后一个月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月底贮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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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情况报表

自行处置设施编号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

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代码 处置能力 实际处置量 超能力处置原因说明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合计

…… ……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

…… …… …… …… ……

表 D.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委托贮存利用处置情况报表

委托单位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代码 委托贮存利用处置量

……

全厂合计
自动生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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