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评细则
一、考核内容（自查表）——企业每季度自查，并上报厦门市同安生态环境局

检查项目 检查主要内容 分数 达标标准 评分细则
自查
评分

1.建立了责任制度，负责人明确，责任 2
清晰；负责人熟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

建立了责任制 规、制度、标准、规范；制定的制度得
度，负责人明确， 到落实；采取了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
责任清晰；负责 环境的措施。得 2 分。
人熟悉危险废物 2.未建立责任制度，但负责人熟悉危险
管理相关法规、 废物管理有关制度和本单位的危险废

一、污染环
1.产生工业固体

2 制度、标准、规 物管理情况，且采取了防治工业固体废
境防治责任 范；制定的制度 物污染环境的措施。得 1 分。

废物的单位应
制度（《固 得到落实，采取 3.负责人不熟悉危险废物管理有关制

当建立、健全污
体废物污染 了防治工业固体 度、不熟悉本单位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染环境防治责
环 境 防 治 废物污染环境的 或制定的制度未得到落实，环境管理职

任制度，采取防
法》，以下 措施。 责不明确，或未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

治工业固体废
简称《固体 污染环境的措施、现场管理混乱。得 0

物污染环境的法》，第三 分。
措施。

十条） 1.在适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危险废
执行危险废物污 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且张贴信息能够 1
染防治责任信息 表明危险废物产生环节、危险特性、去

1
公开制度，在显 向及责任人等。得 1 分。

著位置张贴危险 2.未张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
废物防治责任信 或张贴场所位置不明显，张贴信息未能
息。 明确表明危险废物产生环节、危险特

性、去向或责任人。得 0 分。

2.危险废物的容
依据《危险废物 1.设置了规范的（样式正确、内容填写 1

二、标识制 贮存污染控制标 完整）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得 1 分。

度（《固体 器和包装物必 1 准》（GB18597） 2.识别标志有 1处错误。得 0.5分。
法》第五十 须设置危险废 附录 A 所示标签 3.未设置识别标志或识别标志样式不
二条） 物识别标志。 设置危险废物识 正确、填写内容有两处及以上错误。得

别标志。 0 分。

依据《危险废物
1.在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

1
贮存污染控制标

3.收集、贮存、 准》（GB18597）
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均设置了规范（形
状、颜色、图案均正确）的危险废物识

二、标识制 运输、利用、处 附录 A 和《环境
别标志。得 1 分。

度（《固体 置危险废物的 保护图形标志-
1 2.上述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相关设施、

法》第五十 设施、场所，必 固体废物贮存
场所识别标志有 1 处错误。得 0.5 分。

二条） 须设置危险废 （处置）场》
3.上述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相关设施、物识别标志。 （GB15562.2）所
场所未设置识别标志或识别标志有两

示标签设置危险
处及以上错误。得 0 分。

废物识别标志。

A.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表述清 2

4.危险废物管理
制定了危险废物 晰；

管理计划；内容 B.危险废物产生量预测依据充分，且提计划包括减少
三、管理计 齐全，危险废物 出了减少产生量的措施；

危险废物产生
划制度（《固 2 的产生环节、种 C.危险废物的危害特性表述准确，且提

量和危害性的体法》第五 类、危害特性、 出了减少危害性的措施；
措施，以及危险

十三条） 产生量、利用处 D.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表述废物贮存、利
置方式描述清 清楚。

用、处置措施。
晰。

以上每项符合得 0.5分。



检查项目 检查主要内容 分数 达标标准 评分细则
自查
评分

1.经县（市、区）环保部门备案，并可 1
提供相关备案证明材料；管理计划内容

5.报所在地县级
若有重大改变，及时报县（市、区）环
保部门重新备案。得 1 分。

以上地方人民
2.未报县（市、区）环保部门备案或未政府环境保护

报环保部门备 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重大改变未及
行政主管部门

1 案；及时申报了 时申报。得 0 分。注:管理计划内容有备案。危险废物
重大改变。 重大改变的情形包括：(1)变更法人名

管理计划内容
称、法定代表人和地址 (2)增加或减少

有重大改变的，
危险废物产生类别(3)危险废物产生数

应当及时申报。
量变化幅度超过 20%(4)新、改、扩建
或拆除原有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和处置
设施。

如实申报（可以
1.全面、准确地申报了危险废物的种

3
是专门的危险废

6.如实地向所在 物申报或纳入排
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
情况；且可提供证明材料（如：环评文

地县级以上地 污申报、环境统
件、竣工验收文件、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方人民政府环 计中一并申报）；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处置利用

境保护行政主 内容齐全；能提

4
合同、财务数据等等）。得 4 分。

四、申报登 管部门申报危 供证明材料，证 2.申报登记表中存在两处及以下错误。
记制度（《固 险废物的种类、 明所申报数据的 得 2 分。
体法》第五 产生量、流向、 真实性和合理 3.不报或虚报、漏报、瞒报关键危险废
十三条） 贮存、处置等有 性，如关于危险 物的，或申报登记表中关于危险废物的

关资料。 废物产生和处理
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和处

情况的日常记录
置情况存在两处以上错误。得 0 分。

等。

7.申报事项有重
1

及时申报了重大 1.申报事项有重大改变的进行了及时 1
大改变的，应当 申报。得 1 分。改变。
及时申报。 2.发生重大改变未及时申报。得 0 分。

五、源头分
8.按照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按种类
A.危险废物按种类分别存放；

2
分别存放，且不类制度（《固 B.不同废物间有明显间隔（如过道等）。

特性分类进行 2 同类废物间有明
体法》第五 以上每项符合得 1 分。

收集。 显的间隔（如过
十八条） 注： 此条考核收集时的源头分类。

道等）。

9.在转移危险废
1. 有获得环保部门批准的转移计划。 2
得 2 分。

物前，向环保部
2

有获得环保部门 2.未获得环保部门批准，擅自转移危险
门报批危险废 批准的转移计 废物。得 0 分。
物转移计划，并 划。 注：需报批转移计划指跨设区市、跨省
得到批准。 的转移，设区市市内转移不需报批，该

项不适用。

1. 根据实际转移的危险废物，按照《危 4
六、转移联 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如实填写、
单制度（《固

10.转移危险废
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得 4 分。

体法》第五 2.联单填写不规范，存在两处及以下错

十九条） 物的，按照《危 填、漏填等情况。得 2 分。
险废物转移联 按照实际转移的

3.对未执行一车一联单、联单未按规定交单管理办法》有
4

危险废物，如实

关规定，如实填 填写危险废物转 付相应单位、未按照实际转移情况填写联
单、联单为非所在地设区市环保部门发放

写转移联单中 移联单。
及联单填写存在错填、漏填在两处以上。

产生单位栏目，
得 0 分。

并加盖公章。
注：若当地实行电子转移联单，企业如
实、规范地填写电子转移联单也视为符
合要求，得 4 分。



检查项目 检查主要内容 分数 达标标准 评分细则
自查
评分

1.近五年内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保存齐 1
全，数据与申报登记等材料数据一致。

11.转移联单保 1
截止检查日期前 得 1 分。

的危险废物转移 2.联单保存不齐全或数据与申报登记存齐全。
联单齐全。 等材料数据不一致。得 0 分。

注：往年度此项检查已扣分的，核查其
他年度情况，不重复扣分。

*12.转移的危险 1.除贮存和自行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 2
废物，全部提供 除贮存和自行利 全部提供或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危
或委托给持危险

2
用处置的，全部 险废物经营单位处理（与申报登记、环

废物经营许可证 提供或委托给持 评、转移联单等数据核对）。得 2 分。

的单位从事收 危险废物经营许 2.除贮存和自行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
集、贮存、利用、 可证的单位。 部分或全部交由无相应经营资质的单

七、经营许 处置的活动。 位处理。得 0 分。

可 证 制 度 1.与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 2
（《固体法》 13.年产生 10吨 签订了合同且合同在有效期内，可以提供
第 五 十 七

以上的危险废
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得 2

条） 分。
物产生单位有 有与持危险废物

2 2.与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与危险废物经 经营许可证的单

营单位签订的 位签订的合同。 签订处理协议，且协议在有效期内，但无
法提供相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

委托利用、处置
件。得 1 分。

合同。
3.未签订危险废物处理协议，或协议过
期。得 0 分。

A.应急预案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及负责 1
人；

B.有意外事故的情形及相应的处理措

八、应急预 有意外事故应急
施；

14.制定了意外 C.有应急预案中要求配置的应急装备案备案制度 预案（综合性应

（《固体法》 事故的防范措 1 急预案有相关篇 及物资；

D.内部及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及时对第 六 十 二 施和应急预案。 章或有专门应急

条） 预案）。 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

1.制定了应急预案且达到以上全部要
求。得 1 分。

2.未制定意外事故应急预案，或不能达
到上述两项以上要求。得 0 分。

15.向所在地县
1.应急预案报所在地县（市、区）环保

1
级以上地方人民 在当地环保部门
政府环境保护行 1

备案。
部门备案，有相关的证明材料。得 1 分。

政主管部门备 2.未备案或无相关的证明材料。得0分。
案。

对于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在 10 吨以下的 2
八、应急预 企业：
案备案制度 1.有图片、文字或视频记载。得 2分。

（《固体法》 2.无任何记载或能够证明组织了应急
第六十二 演练。得 0 分。

条） 16.按照预案要
2

按照预案要求每 对于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10吨（含）以
求每年组织应 年组织应急演 上的企业，近一年内组织了应急演练，
急演练。 练。 以下每项要求符合得 0.5 分；未组织应

急预案演练的得 0 分。
A.有详细的演练计划；
B.有演练的图片、文字或视频记录；
C.有演练后的总结材料；

D.参加演练人员熟悉应急防范措施。



检查项目 检查主要内容 分数 达标标准 评分细则
自查
评分

相关管理人员和 1
从事危险废物收
集、运输、暂存、
利用和处置等工

九、业务培
作的人员掌握国

A.对管理人员和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运家相关法律法训（《关于
规、规章和有关 输、暂存、利用和处置等工作的人员进

进一步加强 17.危险废物产 规范性文件的规 行了培训；
危险废物和

生单位应当对 定；熟悉本单位 B.参加培训人员对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医疗废物监 1
本单位工作人 制定的危险废物 相应岗位危险废物管理要求等较熟悉。

管工作的意
员进行培训。 管理规章制度、

见》，环发
工作流程和应急 以上每项符合得 0.5 分。

〔 2011 〕 19
预案等各项要

号第五条）
求；掌握危险废
物分类收集、运
输、暂存的正确
方法和操作程
序。

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对危险废物贮 0
存设施进行了评价，且完成了“三同
时”验收或在经核准的试生产期内。得
2 分。

18.依法进行环 有环评材料，并 2.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对危险废物贮
境影响评价，完 2 完成“三同时” 存设施进行了评价，但未完成“三同
成 “ 三同时 ” 时”验收。得 1 分。

验收。
验收。 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未对危险废物

贮存设施进行评价。得 0 分。
注：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前已建
成，又未发生改建、扩建的项目，该项

十、贮存设 不适用。
施管理（《固 贮存场所地面作 10
体法》第十 硬化及防渗处

A.贮存场所地面硬化及防渗处理；三条、第五 理；场所应有雨

十八条） 棚、围堰或围墙； B.场所应有雨棚、围堰或围墙，并采取
设置废水导排管 措施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19.符合《危险废
道或渠道，将冲 C.设置废水导排管道或渠道；

洗废水纳入企业 D.将冲洗废水纳入企业废水处理设施物贮存污染控 12 废水处理设施处 处理或危险废物管理；
制标准》的有关

理或危险废物管 E.贮存液态或半固态废物的，需设置泄要求。
理；贮存液态或 露液体收集装置；

半固态废物的， F.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完好无损。
需设置泄露液体

以上每项符合得 2分。收集装置；装载
危险废物的容器
完好无损。

20.未混合贮存 A.按照危险废物特性进行分类贮存，未 2
十、贮存设 性质不相容而未 混合贮存性质不相容且未经安全性处
施管理（《固 经安全性处置的 置的危险废物；

体法》第十 危险废物；未将 2 做到分类贮存。 B.未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
三条、第五 危险废物混入非 存。
十八条） 危险废物中贮

存。 以上每项符合得 1 分。



检查项目 检查主要内容 分数 达标标准 评分细则
自查
评分

1.台账如实和规范记录危险废物贮存 2
情况。得 3 分。

21.建立危险废 2.有台账，但台账存在两处及以下错
物贮存台账，并 有台账，并如实 误。得 2 分。

如实和规范记 3 和规范记录危险 3.无台账或台账存在多于两处错误。得
录危险废物贮 废物贮存情况。 0 分。
存情况。 注：危险废物贮存情况包括：名称、种

类、数量、来源、出入库时间、去向、
交接人签字等内容。

合 计 50 --- 45

综合评估：达标 √□ 基本达标 □ 不达标□

综合评估标准：
1. 满分为 50 分，40-50 分为达标，30-39 分为基本达标；29 分及以下为不达标
2. 2.第 12 条为否决项，即该项不得分，则综合评估为不达标。
3.考核年度内企业由于危险废物管理不当发生了突发环境事件的（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中规定），综合评估为不达标。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