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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 
 

为指导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

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号）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国办发〔2017〕82号）

要求，制订本规定。 

一、目的 

摸清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生活源锅炉和入河（海）排污口等调查对象的基本信

息，建立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基本单位名录，为全面实施普查做

好准备。 

二、原则和要求 

按照“应查尽查、不重不漏”的原则，对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

的全部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生活源锅炉和入河（海）排污口逐一开展清查。 

登记地址和生产地址不在同一区域的，按照生产地址进行清查

登记。 

有多个生产地址的工业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按照不同生产地

址的清查顺序依次编号并分别进行清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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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按照地域管辖权限分别进行清查登记。 

同一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涉及工业生产、规模化畜禽养殖或

集中式污染治理的，分别归入相应类别进行清查登记。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可根据需要扩大清查范围或增加清查内容。 

三、对象、范围和内容 

（一）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以

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全部工业企业，包括经有

关部门批准的各类工业企业，以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工

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或可能产生污染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新建的企业或单位，已验收的和尚未验

收但已造成事实排污的均须纳入清查范围。 

清查内容包括工业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名称、运行状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生产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行业类别。 

对于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核素的 8类重点行业 15个类别矿产采

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位需对原料、产品和固体废物的放射性

水平开展初测，具体矿产类别、行业范围、筛查标准和监测规定详

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伴生放射性矿普查监测技术规定》（国污

普〔2018〕1号）。 

对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中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包括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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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开发区等进行资料登记。登记内容包

括工业园区名称、管理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500头、奶牛年末存栏量≥100头、

肉牛年出栏量≥50 头、蛋鸡年末存栏量≥2000羽、肉鸡年出栏量≥

10000羽的全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清查内容包括养殖场名称、运行状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养殖场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养殖种类及规模。 

（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包括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

烧厂以及以其他处理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的单位。 

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

理（处置）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处置）厂、

危险废物焚烧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厂、医疗废物高温蒸煮

厂、医疗废物化学消毒厂、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厂等。 

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集中处理

厂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指

通过管道、沟渠将乡或村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后统一处理的、设计处

理能力≥10吨/日（或服务人口≥100 人，或服务家庭数≥20户）的

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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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内容包括设施名称、运行状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

织机构代码）、设施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设施类别。 

（四）生活源锅炉 

详见《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工作的

通知》（环普查〔2017〕188号）。 

规模化以下畜禽养殖场、采用设施农业或工厂化生产方式的农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锅炉纳入生活源锅炉清查范围。 

（五）入河（海）排污口 

所有市区、县城和镇区范围内，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案）

设置的、或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备案）的，通过沟、渠、管道

等设施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入河（海）排污口。其中，环境水体

包括国家或各级地方政府已划定水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

各级地方政府已确定水质改善目标的江河（含运河、渠道、水库等）、

湖泊和近岸海域等。 

清查内容包括入河（海）排污口名称、编码、类别、地理坐标、

设置单位、规模、类型、污水入河（海）方式、受纳水体名称。 

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废（污）水的排污口均须纳入入河（海）

排污口清查范围。 

四、组织实施 

（一）清查准备 

国家普查机构根据国家工商、税务、质检、统计、农业等名录

数据筛查整合得到清查基本单位名录后分解下发。各级普查机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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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收集辖区内现有工商、税务、质检、统计、农业等名录，并与上

级分解名录进行对比，补充完善本级清查基本单位名录。 

按照《关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及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污普〔2017〕10号）完成普查员和普查指

导员选聘。 

（二）普查分区 

普查小区是组织开展普查工作的基本地域单元，凡包含有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对象的地域范围，都须划分普查小区。 

普查小区划分原则上按村（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地域范围确定。

对于坐落在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或跨几个行政区域独立设置的各类

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工矿区、院校区、商品交易市场等大型经济

体，原则上不单独划分为行政区划以外的普查小区，按照临近原则

归入相近的行政区域。如确属普查工作需要，且有独立、完整的地

理区域，可单独划分普查小区，但需报上级普查机构批准、备案，

统一编码。 

各级普查机构以目前统计上使用的行政区划地址代码库为基

础，按村（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地域范围划分普查小区、确定代码，

普查小区对应 12位代码。对于个别区域较大、单位较多的普查小区，

可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拆分，并明确边界，在原 12 位代码后增加 1

位顺序识别码。发生较大区划变更或尚未得到区划代码的，需要按

程序向国家普查机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所有普查小区都应有完整、封闭的边界，小区的交界地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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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可选用道路、河流、建筑物等明显的地址点标示边界。普查

小区边界线不能交叉，相邻普查小区之间，不得重叠、遗漏。普查

小区边界仅用于污染源普查工作，不作为各级政府行政区域划分和

行政管理的依据。 

对非当地行政管辖，地理范围跨越行政管辖区域的“飞地”单

位，其普查小区的划分由当地具备管辖权的上级普查机构统一协调

划分。 

（三）摸底清查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根据普查分区和清查基本单位名录，组织清

查，明确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负责的区域范围及清查对象，落实责

任。按小区实地访问、逐户摸底排查，参照清查基本单位名录册（库），

排重补漏，核实完善清查对象信息，分别填写《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工业企业清查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

查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表》《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

（海）排污口清查表》（附 1～5）。按照汇总表式（附 6～10）进行

汇总，并逐级上报。 

地方各级普查机构对本行政区域清查结果进行审核并组织复

核。以复核对象辖区内所有普查小区为总体，按比例随机抽取部

分普查小区进行复核。地市级普查机构复核抽样要覆盖所有的区

县和所选取的普查小区样本范围内所有清查对象；省级普查机构

复核抽样要覆盖所有的地市和所选取的普查小区样本范围内所有



 

 — 9 — 

清查对象。抽样比例和方法另行规定。国家普查机构按照有关技

术规定对全国普查清查结果开展抽样复核。 

（四）清查建库 

各级普查机构根据清查结果确定本级普查基本单位名录，经上

级普查机构审核认定，确定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对象

名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辐射监测机构将初测放射性水

平达到筛选标准的伴生放射性矿企业，整理汇总形成伴生放射性矿

普查单位名录，按照附 11格式汇总后报省级普查机构。省级普查机

构将本地区普查单位名录审定后报国家普查机构。 

2017 年度停产的企业或单位，纳入普查范围；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关闭的企业或单位，不纳入普查范围。汇总文件统一以“行

政区域名称-清查汇总表名称”命名，以 xlsx、xls、csv 格式逐级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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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表 
 

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排污许可证编号：□□□□□□□□□□□□□□□□□□□□□□ 

1.单位名称  

2.曾用名  

3.运行状态 □运行     □停产     □关闭 

4.生产地址 
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地(区、市、州、盟)_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______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村)、门牌号 

5.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 

移动电话：□□□□□□□□□□□ 

6.行业类别 

行业名称（GB/T 4754-2017）：                    行业代码：□□□□ 

是否涉及下列矿产资源的开采、选矿、冶炼（分离）、加工：□是  □否 

稀土、铌/钽、锆石/氧化锆、锡、铅/锌、铜、钢铁、磷酸盐、煤（包括煤

矸石）、铝、钒、钼、金、锗/钛、镍 

7.有无其他厂址 

□无  □有：□□个     其他厂址地址： 

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地(区、市、州、盟)_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________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村)、门牌号 

8.备注  

普查员及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 
 

填表时间 

审核时间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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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信息由普查员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范围内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所有的工业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已建成、试生产、暂

时停产、已关闭的全部工业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 

二、指标解释 

【普查小区代码】指长度为 12位的用于识别工业企业或产业活

动单位生产地址所属区划的普查小区代码。普查小区代码沿用国家

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普查对象较多或地域范围

较大的普查小区进一步拆分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新增 1 位识

别码进行区分；发生较大区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的，

需要按程序向国家普查机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组

长度为 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若填报企业或

单位尚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则使用原组织机构代码代替。若既

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又无组织机构代码，则按照普查对象识别

码编码规则顺次编码后填入该行。 

普查对象识别码按照如下规则编码： 

普查对象识别码共计 18位，代码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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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 01 位，为调查对象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G 工

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X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J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S生活源锅炉，R入河（海）排污口。 

第 02位，为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

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标识 

机构类别 代码标识 

机关 A 

事业单位 B 

社会团体 C 

民办非企业单位 D 

企业 E 

个体工商户 F 

农民专业合作社 G 

居委会、居民小区 H 

村委会 K 

其他 L 

第 03-14位，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 

第 15-18 位，为调查对象识别码，由地方普查机构按照顺序进

行编码。 

【排污许可证编号】指已经正式核发的排污许可证 22位编号。

已经正式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其他企

业或产业活动单位不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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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企业或单位全称。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

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

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

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名称，同时用括号

注明其余的名称。对于没有登记、无正式名称的单位填写实际使用

名称。 

【曾用名】用于标识企业或单位是否有曾用名。有曾用名的按

照曾用名的全称填写，无曾用名的此项不填。 

【运行状态】用于标识企业或单位运行、停产或关闭状态。在

运行的标记为“运行”；暂时停产、间歇性停产、阶段性停产的标记

为“停产”；生产设施已移除或厂区已废弃的标记为“关闭”。 

【生产地址】指企业或单位所在地详细到村镇、街道、门牌号

的地址。按实际生产地址填报，注册登记地址和生产地址不在同一

区域的按照生产地址进行登记。 

【联系方式】指企业或单位联系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行业类别】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企业或单

位进行分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行

业小类代码。对于业务涉及多个行业分类的企业或单位，选择主营

业务的行业类别进行区分。如果涉及下列矿产资源的开采、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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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分离）、加工的：稀土、铌/钽、锆石/氧化锆、锡、铅/锌、

铜、钢铁、磷酸盐、煤（包括煤矸石）、铝、钒、钼、金、锗/钛、

镍，在对应的矿产资源名称上划“√”。 

【有无其他厂址】用于标识企业或单位是否有多个生产地址，

有多个生产地址的选择“有”，且按照不同生产地址的清查顺序依次

进行编号、分别进行登记；无多个生产地址的选择“无”。有多个生

产厂址的填写其他厂址的数量，并记录其他厂址的具体地址。 

【备注】上述各项指标中存在特殊情况的，可在此予以注明。

例如正在办理停产、关闭手续，设施预计在普查阶段拆除，或者长

期停产且无法找到企业人员等各种情况。 

【普查员及编号】指采集本表信息的普查员及其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指审核本表信息的普查员或普查指导员及其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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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查表 
 

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1.养殖场名称  

2.运行状态 □运行     □停产     □关闭 

3.养殖场地址 
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地(区、市、州、盟)_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________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村)、门牌号 

4.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 

移动电话：□□□□□□□□□□□ 

5.养殖种类和

规模 

□猪：__________头（年出栏） 

□奶牛：__________头（年存栏） □肉牛：__________头（年出栏） 

□蛋鸡：__________羽（年存栏） □肉鸡：__________羽（年出栏） 

普查员及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 
 

填表时间 

审核时间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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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信息由普查员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范围内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所有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包括已建成、暂时停产、已关闭

的全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二、指标解释 

【普查小区代码】指长度为 12位的用于识别养殖场所属区划的

普查小区代码。普查小区代码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 位统计用行

政区划代码；普查对象较多或地域范围较大的普查小区进一步拆分

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新增 1 位识别码进行区分；发生较大区

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的，需要按程序向国家普查机

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

组长度为 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若填报企业

或单位尚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则使用原组织机构代码代替。若

既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又无组织机构代码，则按照普查对象识

别码编码规则顺次编码后填入该行。 

普查对象识别码按照如下规则编码： 

普查对象识别码共计 18位，代码结构为： 



 

 — 17 — 

□ □ □ □ □ □ □ □ □ □ □ □ □ □ □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 01 位，为调查对象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G 工

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X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J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S生活源锅炉，R入河（海）排污口。 

第 02位，为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

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标识 

机构类别 代码标识 

机关 A 

事业单位 B 

社会团体 C 

民办非企业单位 D 

企业 E 

个体工商户 F 

农民专业合作社 G 

居委会、居民小区 H 

村委会 K 

其他 L 

第 03-14位，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 

第 15-18 位，为调查对象识别码，由地方普查机构按照顺序进

行编码。 

【养殖场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养殖场全称。企

业、个体工商户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

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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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

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对于没有

进行工商登记的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场名称直接填写养殖场场主姓

名。 

【运行状态】用于标识养殖场运行、停产或关闭状态。在运行

的标记为“运行”；暂时停产、间歇性停产、阶段性停产的标记为“停

产”；养殖设施已移除或者场区已废弃的标记为“关闭”。 

【养殖场地址】指畜禽养殖场所在地详细到村镇、街道、门牌

号的地址。按实际生产地址填报，注册登记地址和生产地址不在同

一区域的按照生产地址进行登记。 

【联系方式】指畜禽养殖场联系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养殖种类和规模】指具体养殖畜禽种类和养殖规模，按照 2017

年全年实际养殖量填报。 

【普查员及编号】指采集本表信息的普查员及其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指审核本表信息的普查员或普查指导员及其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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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表 
 

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1.单位名称  

2.运营单位  

3.运行状态 □运行     □停产     □关闭 

4.设施地址 
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地(区、市、州、盟) 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________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村)、门牌号 

5.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 

移动电话：□□□□□□□□□□□ 

6.设施类别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 □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 □污水集中处理处置 

7.农村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 
□否 □是  设计处理能力  吨/日、或服务人口  人、或服务家庭数  户 

普查员及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 
 

填表时间 

审核时间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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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信息由普查员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范围内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所有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包括已建成、试生产、暂时停

产、已关闭的全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二、指标解释 

【普查小区代码】指长度为 12位的用于识别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所属区划的普查小区代码。普查小区代码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 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普查对象较多或地域范围较大的普查小

区进一步拆分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新增 1位识别码进行区分；

发生较大区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的，需要按程序向

国家普查机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

组长度为 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若填报企业

或单位尚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则使用原组织机构代码代替。若

既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又无组织机构代码，则按照普查对象识

别码编码规则顺次编码后填入该行。 

普查对象识别码按照如下规则编码： 

普查对象识别码共计 18位，代码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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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 01 位，为调查对象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G 工

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X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J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S生活源锅炉，R入河（海）排污口。 

第 02位，为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

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标识 

机构类别 代码标识 

机关 A 

事业单位 B 

社会团体 C 

民办非企业单位 D 

企业 E 

个体工商户 F 

农民专业合作社 G 

居委会、居民小区 H 

村委会 K 

其他 L 

第 03-14位，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 

第 15-18 位，为调查对象识别码，由地方普查机构按照顺序进

行编码。 

【单位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按工商

部门登记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

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



 

 — 22 —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

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企业、个体

工商户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事业单位的详细名

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

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

位名称。对于没有登记、无正式名称的设施按照“所在地（详细到

村、镇）+实际使用名称”原则填写，例如“××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乡(镇)××街(村)农村污水处理站”或“×

×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垃圾填埋场”。 

【运营单位】指对该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日常运维的企业、单位、

机构、集体等的名称，运营单位和设施产权单位不一致的填写本项。

使用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全称。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详细名称

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

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

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

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

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运行状态】用于标识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停产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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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在运行的标记为“运行”；暂时停产、间歇性停产、阶段性停

产的标记为“停产”；设施已移除或厂区已废弃的标记为“关闭”。 

【设施地址】指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所在地详细到村镇、街道、

门牌号的地址。按实际所在地址填报，注册登记地址和设施实际所

在地地址不在同一区域的按照设施实际所在地地址进行登记。 

【联系方式】指单位联系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设施类别】用于识别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所属类别，包括：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和污水集

中处理处置单位。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

烧厂以及以其他处理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的单位。 

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

理（处置）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处置）厂、

危险废物焚烧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厂、医疗废物高温蒸煮

厂、医疗废物化学消毒厂、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厂等。 

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集中处理

厂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其中，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指

通过管道、沟渠将乡或村污水进行集中收集后统一处理的、设计处

理能力≥10吨/日（或服务人口≥100 人，或服务家庭数≥20户）的

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厂。 

【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若在“6.设施类别”中选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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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集中处理处置”，同时对“7.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选择。

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指通过管道、沟渠将乡或村污水进行集中

收集后统一处理的、设计处理能力≥10吨/日（或服务人口≥100人，

或服务家庭数≥20 户）的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厂。如果选择

“是”，请填写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或服务人口

数量、或服务家庭户数。 

【普查员及编号】指采集本表信息的普查员及其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指审核本表信息的普查员或普查指导员及其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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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表 
 

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锅炉产权单位]（选填）： 

锅炉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情况 

1.详细地址： 
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地(区、市、州、盟)______县(区、市、旗) 

________________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村)、门牌号 

2.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 

移动电话：□□□□□□□□□□□ 

3.机构类型 □□ 

4.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5.拥有锅炉数量 □□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锅炉 1 锅炉 2 锅炉 3 

甲 乙 丙 1 2 3 

一、锅炉基本信息 — — — — — 

锅炉用途 — 1    

锅炉投运年份 — 2    

锅炉编号 — 3    

锅炉型号 — 4    

锅炉类型 — 5    

额定出力 t/h 6    

锅炉燃烧方式 — 7    

年运行时间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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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锅炉运行情况 — — — — — 

燃料煤类型 — 9    

燃料煤消耗量 吨 10    

燃料煤平均含硫量 % 11    

燃料煤平均灰分 % 12    

燃料煤平均干燥无灰

基挥发分 
% 13    

燃油类型 — 14    

燃油消耗量 吨 15    

燃油平均含硫量 % 16    

燃气类型 — 17    

燃料气消耗量  18    

生物质燃料类型 — 19    

生物质燃料消耗量 吨 20    

三、锅炉治理设施 — — — — — 

除尘设施编号 — 21    

除尘工艺名称 — 22    

脱硫设施编号 — 23    

脱硫工艺名称 — 24    

脱硝设施编号 — 25    

脱硝工艺名称 — 26    

在线监测设施安装情况 — 27    

排气筒编号 — 28    

排气筒高度 米 29    

粉煤灰、炉渣等固废

去向 
— 30    

普查员及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 
 

填表时间 

审核时间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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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信息由调查对象或普查员填报。填报范围为《关于开展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工作的通知》（环普查〔2017〕

188号）中规定的对象与内容。 

二、指标解释 

【普查小区代码】指长度为 12位的用于识别生活源锅炉所属区

划的普查小区代码。普查小区代码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

用行政区划代码；普查对象较多或地域范围较大的普查小区进一步

拆分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新增 1 位识别码进行区分；发生较

大区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的，需要按程序向国家普

查机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

组长度为 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若填报企业

或单位尚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则使用原组织机构代码代替。若

既未申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又无组织机构代码，则按照普查对象识

别码编码规则顺次编码后填入该行。 

普查对象识别码按照如下规则编码： 

普查对象识别码共计 18位，代码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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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第 01 位，为调查对象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G 工

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X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J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S生活源锅炉，R入河（海）排污口。 

第 02位，为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用大写英文字母标识，

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机构类别识别码标识 

机构类别 代码标识 

机关 A 

事业单位 B 

社会团体 C 

民办非企业单位 D 

企业 E 

个体工商户 F 

农民专业合作社 G 

居委会、居民小区 H 

村委会 K 

其他 L 

第 03-14位，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 

第 15-18 位，为调查对象识别码，由地方普查机构按照顺序进行

编码。 

【单位名称】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

位均填写本项。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

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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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

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

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

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

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若锅炉产权单位或使

用单位没有正式单位名称，可根据锅炉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通用描

述代替。若锅炉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非一家单位的，由 2017 年度

锅炉实际使用单位进行填报，以[锅炉产权单位]注明锅炉产权单

位。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是民政部门认可的生活源锅炉所在地地

址。应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市、

旗、区）、乡（镇）、以及具体街（村）和门牌号码。 

【联系方式】指生活源锅炉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填报单位）

的联系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机构类型】机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10企业、20事业单位、

30机关、40社会团体、51民办非企业单位、52基金会、53居委会、

54村委会、90其他组织机构。 

10 企业：包括①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新版《营业执

照》）的各类企业；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③经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产业活动单位

或经营单位；④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符

合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企业法人的本部及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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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事业单位：包括①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

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法人资格的单位；②事业法人单

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30 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

政党机关、政协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其他机关；还包括

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

分支或派出机构、人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①国家权力机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办事机构。 

②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③国家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④政党机关：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

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⑤政协组织：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

别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40 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

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①经各级民政部门核

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②由各级机

构编制管理部门直接管理其机关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③经国务院

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④社团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经各

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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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 

51 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

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

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

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52基金会：包括①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

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金会；②基金会的本部及分支机构和境外

基金会代表机构。 

53 居民委员会：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的

社区（居委会）。 

54 村民委员会：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

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村民委员会。 

90 其他组织机构：指除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以外的其他符合

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各类寺庙等。 

【行业类别】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

行分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将行业大类

代码（两位）填写在方格内。 

【锅炉用途】填报锅炉使用主要用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M1 供

水，M2 供暖，M3 洗浴，M4 烘干，M5 餐饮，M6 高温消毒，M7 农

业， M8 制冷， M9 其他。有上述多种用途的情况，可以多选，以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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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投运年份】填写锅炉正式投入使用年份，例如：1999。

改造后锅炉按照改造后投入使用年份。 

【锅炉编号】用字母 GL（代表锅炉）及其内部编号组成锅炉编号，

如 GL1，GL2，GL3…；注意：仅对普查范围内在用及备用锅炉编号。 

【锅炉型号】按照锅炉铭牌上的型号填报，锅炉型号不明或铭

牌不清填“0”。 

【锅炉类型】锅炉类型按表 2中代码填报。 

表 2  锅炉类型代码表 

代码 按燃料类型分 

R1 燃煤锅炉 

R2 燃油锅炉 

R3 燃气锅炉 

R4 燃生物质锅炉 

【额定出力】统一按蒸吨单位（t/h）填报。换算关系：60 万大卡/

小时≈1蒸吨/小时（t/h）≈0.7兆瓦（MW）。指标允许保留一位小数。 

【燃烧方式名称及代码】根据不同燃料类型的锅炉燃烧方式，

按表 3中代码填报。 

表 3  锅炉燃烧方式及代码表 

代码 燃煤锅炉 代码 燃油锅炉 代码 生物质锅炉 

RM01 抛煤机炉 RY01 室燃炉 RS01 层燃炉 

RM02 链条炉 RY02 其他 RS02 其他 

RM03 其他层燃炉 代码 燃气锅炉 — — 

RM04 循环流化床锅炉 RQ01 室燃炉 — — 

RM05 煤粉炉 RQ02 其他 — — 

RM06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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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行时间】填写调查年度锅炉全年的实际运行月份。指标

保留整数。 

【燃料消耗量】指调查年度该锅炉实际消耗的能源量。根据锅

炉使用的燃料种类及对应计量单位，按表 4 中代码填报。指标允许

保留一位小数。 

燃料消耗量难以在多台锅炉间划分的情况，根据燃料消耗总量

按照多台锅炉间实际运行情况估算。 

表 4  能源种类代码表 

代码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101 原煤 吨 

102 洗精煤 吨 

103 其他洗煤 吨 

104 型煤 吨 

105 煤矸石 吨 

106 焦炭 吨 

107 石油焦 吨 

201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202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203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204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205 天然气 万立方米 

206 液化天然气 吨 

207 液化石油气 吨 

208 炼厂干气 吨 

209 其他气体燃料 吨/立方米 

301 原油 吨 

302 汽油 吨 

303 煤油 吨 

304 柴油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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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305 燃料油 吨 

306 醇基燃料 吨 

307 其他液体燃料 吨 

401 生物质成型燃料 吨 

501 其它石油制品 吨 

502 其它焦化产品 吨 

503 其他燃料 吨/立方米 

【燃料煤平均含硫量】指调查年度多次监测的燃料煤收到基含

硫量加权平均值；若无煤质分析数据，取所在地区平均含硫量。指

标允许保留一位小数。 

【燃料煤平均灰分】指调查年度多次监测的燃料煤收到基灰分

加权平均值；若无煤质分析数据，取所在地区平均灰分。指标允许

保留一位小数。 

【燃料煤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调查年度燃料煤加权平均干

燥无灰基挥发分；若无煤质分析数据，取所在地区平均干燥无灰基

挥发分。指标允许保留一位小数。 

【燃油平均含硫量】指调查年度多次监测的燃油含硫量加权平

均值；若无燃油分析数据，取所在地区平均含硫量；若燃油种类为

醇基燃料可不填。指标允许保留一位小数。 

【除尘/脱硫/脱硝设施编号】用字母 QC/QS/QN（分别代表除尘/

脱硫/脱硝设施）及其内部编号组成，如 QC1，QC2…，QS1，QS2…,QN1，

QN2…；两台或多台锅炉使用同一套设施的，填报的设施编号必须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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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脱硫/脱硝工艺名称】指相应的脱硫、脱硝、除尘设施

所采用的工艺方法，按表 5 中代码填报。无任何设施的现场填写直

排,数据汇总时设施编号与工艺名称均为空。两种及以上处理工艺组

合使用的，每种工艺均需填报，按照处理设施的先后次序填报。 

表 5  除尘/脱硫/脱硝工艺 

代码 除尘方法 代码 脱硫方法 代码 脱硝方法 

- 过滤式除尘 - 炉内脱硫 - 炉内低氮技术 

P1 袋式除尘 S1 炉内喷钙 N1 低氮燃烧法 

P2 颗粒床除尘 S2 型煤固硫 N2 循环流化床锅炉 

P3 管式过滤 - 烟气脱硫 N3 烟气循环燃烧 

- 静电除尘 S3 石灰石/石膏法 - 烟气脱硝 

P4 低低温 S4 石灰/石膏法 N4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

（SNCR） 

P5 板式 S5 氧化镁法 N5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CR） 

P6 管式 S6 海水脱硫法 N6 活性炭（焦）法 

P7 湿式除雾 S7 氨法 N7 氧化/吸收法 

- 湿法除尘 S8 双碱法 N8 其他 

P8 文丘里 S9 烟气循环流化床法   

P9 离心水膜 S10 旋转喷雾干燥法   

P10 喷淋塔/冲击水浴 S11 活性炭（焦）法   

- 旋风除尘 S12 其他   

P11 单筒（多筒并联）旋风     

P12 多管旋风     

- 组合式除尘     

P13 电袋组合     

P14 旋风+布袋     

P15 其他     

脱硫设施指专门设计、建设的去除烟气二氧化硫的设施。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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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除尘脱硫一体化、仅添加硫转移剂等无法连续稳定去除二氧

化硫的，均不视为脱硫设施。 

【在线监测设施安装情况】指锅炉废气污染治理设施末端是否

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施，是否与环境管理部门联网，根据实际情

况，按照如下选项填报代码： 

ZX1 未安装，ZX2 安装未联网，ZX3 安装并联网。 

【排气筒编号】用字母 YC代表锅炉排气筒与烟囱编号，如 YC1，

YC2，YC3…；两台或多台锅炉使用同一排气筒的，填报的排气筒编

号必须一致。 

【排气筒高度】指排气筒、烟囱（或锅炉房）所在的地平面至

废气出口的高度。指标允许保留一位小数。 

【粉煤灰、炉渣等固废去向】按照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

固体废物收集方式填写代码：SJ1集中收集处置，SJ2直接排放环境，

SJ3其他。 

【普查员及编号】指填写本表信息的调查对象。 

【审核人及编号】指审核本表信息的普查员或普查指导员及其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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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 
 

普查小区代码：□□□□□□□□□□□□（□） 

排污口编码：□□□□□□□□□ 

1.排污口名称  

2.排污口类别 □入河排污口       □入海排污口 

3.地理坐标 E      °      ′      ″/N      °       ′      ″ 

4.设置单位  

5.排污口规模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6.排污口类型 □工业废水排污口      □生活污水排污口      □混合污废水排污口 

7.入河（海）方式 □明渠  □暗管  □泵站  □涵闸  □其他_______ 

8.受纳水体名称  

普查员及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 
 

填表时间 

审核时间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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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入河（海）排污口清查表填报说明 
 

一、填表说明 

本表信息由普查员填报。填报范围为清查范围内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所有实际存在的入河（海）排污口。 

二、指标解释 

【普查小区代码】指长度为 12位的用于识别入河（海）排污口

所属区划的普查小区代码。普查小区代码沿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12

位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普查对象较多或地域范围较大的普查小区

进一步拆分时，在原代码基础上于末位新增 1 位识别码进行区分；

发生较大区划变更尚未得到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的，需要按程序向

国家普查机构申请以获得该普查小区代码。 

【排污口编码】按《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

填写，由全国的行政区代码加序号组成，共 9个字节，1-2个字节表

示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3-4个字节表示的是：地（市、

州、盟）名称；5-6 个字节表示的是：县（市 、区、旗）名称；7-9

个字节的 A01表示的是：第 A01号入河（海）排污口。 

示例：入河（海）排污口编码：340301A01 代表的意思是××省

××市辖区第 A01号入河（海）排污口。其中 1-2个字节的 34表示

的是：××省；3-4 个字节的 03 表示的是：××市；5-6 个字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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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表示的是：市辖区；7-9 个字节的 A01 表示的是：第 A01 号入河

排污口。 

【排污口名称】按《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

填写，具体命名规则如下： 

（1）工业废水入河排污口为接纳企业生产废水的入河（海）排

污口。工业园区设置的接纳园区内多家企业生产废水的入河（海）

排污口也视为工业废水入河排污口。对于企业（工厂）排污口，在

排污单位名称前加该排污口所在地的行政区名称，并冠以企业（工

厂）排污口的名称，例如：××县××啤酒厂企业（工厂）排污口。 

（2）生活污水入河排污口为接纳生活污水的入河（海）排污口。

对于市政生活污水排污口，在排污口所在地地名（或者是街道名）、

具有显著特征的建筑物名称前加该排污口所在地的行政区名称，并

冠以市政生活污水排污口的名称，例如：××县望城门市政生活污

水排污口。 

（3）混合废污水入河排污口为接纳市政排水系统废污水或污水

处理厂尾水的入河（海）排污口。对于混合废污水排污口，在排污

口所在地地名（或者是街道名）具有显著特征的建筑物名称前加入

该排污口所在地的行政区名称，并冠以综合排污口的名称，例如：

××市一号码头混合废污水排污口。污水处理厂可参照企业排污口

名称的确定方法。 

（4）对于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排污单位出现相同的排污口，在各

种名称前加序号区分。例如：××县××酒厂 1 号工业入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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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县××酒厂 2号工业入河（海）排污口。 

【地理坐标】填写排污口所在地地理位置的经、纬度。 

【设置单位】有明确设置单位的排污口填写设置单位全称。经

行政许可设置或备案的排污口，按许可批复或备案文件确定的设置

单位填写；多个固定源共用一个排污口时，填写为主设置单位或排

污量最大的单位。未经行政许可设置或备案，且确实无明确设置单

位的排污口填写“无”。 

【排污口规模】分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其中，“规

模以上”指日排废污水 300 立方米或年排废污水 10 万立方米以上，

“规模以下”指日排废污水量小于 300 立方米或年排废污水量小于

10万立方米。 

【排污口类型】根据排放废污水的性质，排污口类型分为工业

废水入河（海）排污口，入河（海）排污口和混合废污水入河（海）

排污口三种。工业废水入河（海）排污口指接纳企业生产废水的入

河（海）排污口。生活污水入河（海）排污口指接纳生活污水的入

河（海）排污口。混合废污水入河（海）排污口指接纳市政排水系

统废污水或污水处理厂尾水的入河（海）排污口。对于接纳远离城

镇、不能纳入污水收集系统的居民区、风景旅游区、度假村、疗养

院、机场、铁路车站等，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人群聚集地排放的

污水，如氧化塘、渗水井、化粪池、改良化粪池、无动力地埋式污

水处理装置和土地处理系统处理工艺等集中处理方式的入河（海）

排污口，视为混合废污水入河（海）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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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入河（海）方式】按实际情况填写明渠、暗管、泵站、

涵闸和其他。明渠指采用地表可见的渠道排放污水的方式，可分为

天然明渠和人工明渠两种。暗管，指利用地下管道或渠道排放污水

的形式。泵站，指利用泵站控制排放污水的形式。涵闸，指利用闸

门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来排放污水入河湖的形式。其他，指不符合

上述条件的入河（海）方式，并在后面横线说明情况。 

【受纳水体名称】指直接接纳排放污（废）水或经处理的污（废）

水的河流、湖泊、海洋或其他环境水体。 

【普查员及编号】指采集本表信息的普查员及其编号。 

【审核人及编号】指审核本表信息的普查员或普查指导员及其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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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汇总表 
 

序号 
普查小区

代码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组织机构

代码 

排污 

许可证

编号 

单位名称 曾用名 
运行

状态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地区（市、

州、盟） 

县（区、

市、旗） 

乡

(镇) 

详细地址

（街、村、

门牌号） 

联系人 
固定 

电话 

移动 

电话 
行业类别 

是否涉及稀土

等 15类矿产资

源开采、选矿、

冶炼（分离）、

加工 

其他

厂址

个数 

其他

厂址

地址 

备注 

是否

纳入

普查

范围 

例 
440305XXX

XXX 

XXXXXXXXXX

XXXXXXXX 
  

XXX 通讯

股份有限

公司 

 运行 广东省 深圳市 南山区 XX乡 

XXXX 路

XXX 号 XX

大厦 

XXX 
XXXXXX

XXXXX 

XXXXXX

XXXXX 

3921 通信

系统设备

制造 

否 0   是 

                                       

                                       

                                       

                                       

                                       

注：15类矿产资源指稀土、铌/钽、锆石/氧化锆、锡、铅/锌、铜、钢铁、磷酸盐、煤（煤矸石）、铝、钒、钼、金、锗/钛、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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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7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查汇总表 
 

序号 普查小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组织机构

代码 
养殖场名称 

运行

状态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地区

（市、

州、盟） 

县（区、

市、旗） 
乡（镇） 

详细地址（街、

村、门牌号）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猪 

（头） 

奶牛

（头） 

肉牛

（头） 

蛋鸡

（羽） 

肉鸡

（羽） 

是否

纳入

普查

范围 

例 110XXXXXXXXX 
XXXXXXXXXXXX

XXXXXX 
 XXXXX 公司 运行 北京市 XXX 市 XXX 县 XXX 乡 XXXX 路 XXX 号 XXX XXXXXXX XXXXXXX XXX XXX XXX XXX XX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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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8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清查汇总表 
 

序号 
普查小区

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组织

机构

代码 

单位名称 运营单位 
运行

状态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地区

（市、

州、盟） 

县（区、

市、旗） 
乡（镇） 

详细地址

（街、村、

门牌号） 

联系人 
固定 

电话 

移动 

电话 
设施类别 

农村集

中式污

水处理

设施 

设计 

处理 

能力(吨

/日) 

服务

人口

（人） 

服务家

庭（户） 

是否纳

入普查

范围 

例 
450503XX

XXXX 

XXXXXXXXXXXXX

XXXXX 
 

XXX 生活垃

圾处理厂 
 运行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北海市 银海区 XXX 镇 

XXXX 村 XX

路 XX 号 
XXX 

XXXXXXX

XXXX 

XXXXXXX

XXXX 

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处置

单位 

否    是 

例 
320509XX

XXXX 

XXXXXXXXXXXXX

XXXXX 
 

XXX 村污水

处理厂 
XXX 公司 运行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XXX 镇 

XXXX 村 XX

路 XX 号 
XXX 

XXXXXXX

XXXX 

XXXXXXX

XXXX 

污水集中处

理处置单位 
是 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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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9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汇总表 
 

序号 
普查小区

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组织机构

代码 
单位名称 

锅炉产权

单位 

（选填）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地区（市、

州、盟） 

县（区、

市、旗） 
乡（镇） 

详细地址（街、村、

门牌号）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机构类型 

行业

类别 

拥有锅炉

数量 

例 
1401051 

XXXXXX 

XXXXXXXXXXXXX

XXXXX 
 XXXX 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北革镇 XXXX村 XX路 01号 XXX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20 事业单位 XX 2 

例 
1401051 

XXXXXX 

XXXXXXXXXXXXX

XXXXX 
 XXXX 医院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北革镇 XXXX村 XX路 01号 XXX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20 事业单位 XX 2 

例 
1401051 

XXXXXX 

XXXXXXXXXXXXX

XXXXX 
 XXXX 学校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店区 北革镇 XXXX村 XX路 XX号 XXX XXXXXXXXXXX XXXXXXXXXXX 20 事业单位 X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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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汇总表（续表 1） 
 

锅炉用途 

锅炉

投运

年份 

锅炉

编号 

锅炉 

型号 
锅炉类型 

锅炉燃烧 

方式 

额定 

出力

（t/h） 

年运行

时间 

燃料煤 

类型 

燃料煤

消耗量

（吨） 

燃料煤 

平均 

含硫量 

（%） 

燃料煤 

平均灰分

（%） 

燃料煤平均

干燥无灰基

挥发分 

（%） 

燃油

类型 

燃油消

耗量

（吨） 

燃油平均

含硫量

（吨） 

燃气

类型 

燃料气 

消耗量 

(万立方米) 

生物质

燃料 

类型 

生物 

质燃料

消耗量

（吨） 

M2 供暖 1999 GL1 XXXXX R1 燃煤锅炉 RM05 煤粉炉 XX 6 101 原煤 XX XX XX XX        

M6 高温消毒 1999 GL2 XXXXX R1 燃煤锅炉 RM05 煤粉炉 XX 12 101 原煤 XX XX XX XX        

M5 餐饮 2001 GL1 XXXXX R1 燃煤锅炉 RM05 煤粉炉 XX 12 101 原煤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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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源锅炉清查汇总表（续表 2） 
 

除尘设施 

编号 
除尘工艺名称 脱硫设施编号 

脱硫工艺 

名称 

脱硝设施 

编号 

脱硝工艺 

名称 

在线监测设

施安装情况 
排气筒编号 

排气筒高度

（米） 

粉煤灰、炉渣等

固废去向 

QC1 P1 袋式除尘 QS1 S1炉内喷钙   ZX1 未安装 YC1 20 
SJ1 集中收集

处置 

QC1 P1 袋式除尘 QS1 S1炉内喷钙   ZX1 未安装 YC1 20 
SJ1 集中收集

处置 

QC1 P1 袋式除尘     ZX1 未安装 YC1 15 
SJ1 集中收集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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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0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入河（海）排污口清查汇总表 
 

序号 普查小区代码 
排污口

编码 

排污口

名称 

排污口

类别 

地理坐

标经度

（度） 

地理坐

标经度

（分） 

地理坐

标经度

（秒） 

地理坐

标纬度

（度） 

地理坐

标纬度

（分） 

地理坐

标纬度

（秒） 

设置

单位 

排污口

规模 

排污口 

类型 

污水入河

(海)方式 

“其他” 

入河（海）

方式说明 

受纳 

水体 

名称 

是否

纳入

普查

范围 

例 XXXXXXXXXXXX  XXXX 
XX入河

排污口 
XXX XX XX XX XX XX  规上 

生活污水

排污口 
明渠 XXXXXXXXXX XXX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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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伴生放射性矿企业初测筛查汇总表 
 

序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组织

机构

代码 

单位 

名称 

曾 

用 

名 

运行 

状态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地区

（市、

州、盟） 

县（区、

市、旗） 

乡 

（镇） 

详细地

址（街、

村、门

牌号） 

联系人 
固定

电话 

移动

电话 
行业类别 

放射性水平达到初测筛选标准固体 

物料 

是否

纳入

伴生

放射

性矿

普查

范围 

物料1名称

及初测结果 

物料2名称

及初测结果 

物料3名称

及初测结果 

物料4名称

及初测结果 

例 
XXXXXXXXX

XXXXXXXXX 
 

XXX稀

土有限

公司 

 运行 内蒙古 包头市 九原区 XX乡 
XXXX路

XXX 号 
XXX 

XXXX

XXXX

XXX 

XXXX

XXXX

XXX 

0932稀土 

金属矿采选 

稀土原矿，

XXX nGy/h

或XXX Bq/g 

废渣， 

XXX nGy/h

或XXX Bq/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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