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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 号），明确了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实施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的顶层设计

和总体部署。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计核发排污许可证近 4 万张，覆盖钢铁、水泥、淀粉

等多个重点行业。为进一步推动排污许可制度落实，完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增强环境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生态环境部以部门预算项目的方式直接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

心承担《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环境卫生管理业》（以下简称《技术规范》）的编

制工作，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北

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协作单位，共同参与技术规范

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2018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山东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北京环境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了技术规范编制组，召开讨论会确定阶段工

作任务，开展文献调研着手起草技术规范初稿和开题报告初稿。 

（2）广泛调研，开展编制工作。 

2018 年 9 月下旬，编制组赴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光大莱芜公司和北京环卫集

团（包括南宫菌肥厂、南宫焚烧厂、安定填埋场、马家楼转运站、董村综合处理厂等）调研。

2018 年 10 月，编制组赴江苏开展调研，调研了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江苏洁净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下旬，编制组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各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并对项目进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2019 年 4 月，组织召开编制组工作调度会，编写完成技术

规范和开题论证报告初稿。 

（3）开题论证。2019 年 5 月 16 日，组织召开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开题论证会。审查委

员会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同时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和建议：1）进一步明确标准中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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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类型、细化处理单元；2）进一步充实完善开题论证报告的相关内容。 

（4）征求意见稿审查。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专家意见，对技术规范进行修改完善，

编写了编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 

2  行业概况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转运站以小型转运站为主，近年来，国内部分发达城市开始建设大

中型转运站替代原有的小型转运站，转运站工艺也从原来单一的压缩工艺逐渐向多功能方向

发展，集成机械分选、可回收物分拣打包等功能。经初步调研，目前全国已建成的大中型生

活垃圾转运站大约 700 家。 

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步，近年来的增速已有放缓趋势。目

前的垃圾填埋场建设已从开始阶段的小型填埋场为主逐渐过渡到大中型填埋场为主，2017

年全国 1852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城市有 654 座，县城有 1198 座。 

堆肥生物处理是我国最早使用也是在早期使用最多的一种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但是由于

我国堆肥处理的是混合垃圾，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预分选将垃圾中不适合堆肥的杂质或有害

物质分离出来，但该操作一方面会增加成本，另一方面分选的精度也影响了堆肥的质量。从

2001 年到 2010 年，我国的生活垃圾堆肥厂数量逐年下降，处理能力也逐年降低。 

目前我国餐厨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有厌氧消化、好氧处理和饲料化等。其中厌氧消化是主

流技术，但其对预处理技术和调试要求较高。 

目前全国粪便处理企业大约 500 家，普遍采用的处理方式由固液分离、絮凝脱水、三级

水处理、堆肥等单元组合而成。 

3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依据，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即在不放松现有环境管理要

求、也不增加新的环境管理要求，同时，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确定环境卫生管理业排

污单位的废水、废气许可事项及环境管理要求。 

统筹兼顾。在制度衔接上，按照《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 号）等文件要求，整合衔接环评、总量控制、环境标准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满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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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式”管理需要，使排污许可制度真正成为固定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在适用范围上，厘

清各类排污单位所属行业类别，充分做好与相关行业技术规范的衔接。 

科学合理。根据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工艺、污染源污染物排放特点以及行业环境管

理现状，合理划分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有针对性的提出各环境要素的管控要求，细化

环境管理、自行监测等要求，最大限度的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环境

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开展排污许可申报工作以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管理提供依据。 

4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版）》，环境卫生管理业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范围的是“城乡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排污单位。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属于固定污染源的有垃圾转运站、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场、垃

圾堆肥处理厂、城市废弃食用油处理单位、城市排泄物处理单位，不包括清扫、清运、收集、

运输等管理活动。 

此外，生活垃圾焚烧适用生活垃圾焚烧技术规范，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纳入水泥工

业技术规范。 

因此，纳入本规范适用范围的有：生活垃圾（含餐厨垃圾、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城镇粪

便）集中处理（包括填埋、好氧、厌氧处理工艺）和垃圾转运站。 

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中，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的生产

设施或排放口，适用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执行《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适用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火电》；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的生产设施或排放口，适用

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HJ 953）。水泥制造、砖瓦制造等活动中协同

处置生活垃圾的，适用于相关行业技术规范。 

本标准未作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水、废气或者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卫生管理

业排污单位的其他生产设施和排放口，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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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等 3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本标准将“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定义为“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生活

污水处理污泥、城镇粪便的排污单位，也包括生活垃圾转运站。” 

许可排放限值的定义与 HJ 942 以及其他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中规定相比，增加了排

放速率，删掉了排放量。 

特殊时段的定义与 HJ 942 以及其他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中规定一致。 

4.3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行业类别时，排污单位选择填报“环境卫生管理

7820”行业类别。 

本标准重点要求填报主要工艺及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主体生产设施，填写能够反映排污

单位产能、工艺、排污状况等相关设备参数。排污单位根据自身生产工艺，选取标准中列出

的一项或组合项进行填报；需要填报标准中未列出的其他生产单元、生产工艺及生产设施，

可在申报系统选择“其他”项进行填报。 

排污单位可根据实际转运或处理垃圾的主要类型填写生活垃圾种类，如生活垃圾、餐厨

废弃物、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城市粪便等。处理能力填报设计转运量或处理能力，不

包括远期设计或预留规模，计量单位为 t/d。本标准给出了辅料和燃料的主要常见名称，不

在给出范围内的填报“其他”进行统计。 

本标准将环境卫生管理业涉及的废气排放口均定为一般排放口。将生活垃圾填埋场废水

总排口定为主要排放口，其他排污单位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4.4  许可排放限值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依据的标准如下：恶臭

污染物许可排放速率依据 GB 14554 确定；其他废气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依据 GB 16297 确

定。生活垃圾填埋场、与生活垃圾填埋场配套建设的生活垃圾转运站废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

度依据 GB 16889确定，其他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废水许可排放浓度依据GB 8978 确定。

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从严确定。 

本规范将填埋场废水排放口定为主要排放口，但仅许可排放浓度，对许可排放量不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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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排污单位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并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4.5  可行技术要求 

本标准提出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筛选原则为技术上成熟可靠、经济上合理可行、易于维

护管理。 

对于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或者新建、改建、

扩建建设项目排污单位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要求的污染治理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

符合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本标准所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

排污单位应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有监测数据等），证明具备同等污染防治能力。

对不属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污染治理技术，排污单位应当加强自我监测、台账记录，评估

达标可行性。 

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应采取相应防治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泄漏造成土壤

和地下水污染。主要根据设计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管理要求提出

相关污染预防措施。 

4.6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本规范中排污单位自行监测频次应符合《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T18772）等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地方根据规定可相应加密监测频次。对于未涉及

的其他排放口，有明确排放标准的，应当按照填报的产排污环节明确废气污染物监测指标及

频次，监测频次原则上不得低于 1 次/年，地方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对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污单位，周边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监测频次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设置。 

对于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填报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自动监测系统

联网情况、自动监测系统的运行维护情况等；对于未要求开展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指标，排污

单位应当填报开展手工监测的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对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含）后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审核意见的排污单位，排污单位还应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填报周边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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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要求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需实施在线监测。同时，鼓励其他排放

口及污染物采用自动监测设备监测，无法开展自动监测的，应采用手工监测。 

根据成本核算，本标准实施后，对于管理比较规范的排污单位，与目前自行监测成本基

本持平；对于管理不规范的企业，自行监测成本将增加，但自行监测规范性将得到提升。 

4.7  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排污单位应依照标准中要求，并参照资料性附录C 制定符合排污单位的环境管理台账，

并按照标准中执行报告要求的类型、频次、内容，并参照资料性附录 D 填写执行报告。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形式包括电子台账和纸质台账两种，记录内容包括排污单位污染治理

设施基本信息及运行管理信息、监测记录信息以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内容。 

环境卫生管理业单位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周期分为年、季度和月度，排污单位应根据排

污许可证中规定的频次、内容编制相应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年度执行报告应包括排污单位

基本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执行情况、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情况、实际排放

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信息公开情况、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其他排

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结论、附图附件等，月报/季报应至

少包括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合规判定分析、超标排放或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说

明等内容。 

4.8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废气排放口不核算实际排放量，仅核算废水主要排放口的实际

排放量。排污单位的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的实际排放量等于正常情况与非正常情况实际

排放量之和。排污单位的废水污染物在核算时段内实际排放量首先采用实测法核算。排污许

可证中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实

际排放量。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按照优先顺序依次选取有效的自动监测

数据、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而未采用的，或未按照

相关规范文件等要求进行手工监测（无有效监测数据）的，采用产污系数法核算污染物实际

排放量。若同一时段的手工监测数据与执法监测数据不一致，以执法监测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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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合规判定方法 

许可事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

排放限值符合许可证规定。其中，排放限值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

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5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加快修订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便于指导和规范环境卫生管理业排污单位污染物控制，建议加快修订相关排放标准，

如现行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为 2008 年发布，《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为 1996

年发布，其排放限值要求、环境管理要求等均较为宽泛，难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控制的精细化、

科学化管理要求。 

（2）进一步推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加快与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的衔接，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建设排污许可管理

信息平台本行业的排污单位申请与核发系统，便于排污单位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用，促进

本标准的落地。 

（3）出台配套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建议进一步研究各类生产工艺与产污环节，分析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水平和环境影响，

尽快出台环境卫生管理业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4）加大对企业和管理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

艺和环境管理内容多，应加大对企业和环保部门的培训，帮助理解本标准的要求，指导企业

申请和环保部门核发。 

（5）实施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由于环境卫生管理业行业工艺现状复杂、基础数据不足，本标准的部分条款还不够完善。

建议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标准的

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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