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 
 

关于开展人造板、方便食品和家具制造等 10 个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工作的通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原环境保护部《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45 号）

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规定，

按照省厅、市局工作部署，我县将组织开展人造板、方便食品、

家具制造等 10 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工作。 

一、申领范围 

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确

定的范围申领。本次申领范围：人造板制造；方便食品制造，其

他食品制造；家具制造；乳制品制造；调味品、发酵品制造；酒

的制造、饮料的制造；畜禽养殖业；聚氯乙烯；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环境治理业 10 个行业类

别。具体发证范围见附件 1。 

二、申请程序 

 排污许可证实行网上申请，申请平台为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

管理平台（网址：http://permit.mep.gov）。具体要求按照《排

http://permit.mep.gov）。申请程序及有关要求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排污单位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法律责任。


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排污单位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和合法性负法律责任。 

三、核发机关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四、时限要求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县级初审；2019 年 12 月 15 日前，

完成市级审核。 

五、咨询电话 

昌乐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办公室 0536—6272211 

 

附件：1.2019 年下半年发证企业范围统计表 

2.排污许可证申请注意事项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局昌乐分局         

            2019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1 

2019 年下半年发证企业范围统计表 

序号 行业类别 技术规范适用排污单位 2019 年发证范围 

1 乳制品制造 
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液体乳及固体乳（乳粉、炼乳、乳
脂肪、干酪、干酪素、乳清粉、乳糖等）制品的排污单位。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单位不适用本技术规范。 

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
主要原料的液体乳及固体乳
（乳粉、炼乳、乳脂肪、干酪
等）制品制造单位。 

2 
调味品、发酵

品制造 

指从事 GB/T 4754 中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代码 146）的排污单位，包括从事味精制
造（代码 1461）、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代码 1462），以及其他调味品、发酵制
品制造（代码 1469）的排污单位。 
其中，味精制造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提取、精制等工序制成的，谷氨
酸钠含量在 80％及以上的鲜味剂的生产活动；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指以大豆和（或）
脱脂大豆，小麦和（或）麸皮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制成的各种酱油和酱类制品，以及以
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或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的酸性调味品的生产
活动；其他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指复合调味品、调味油、调味汁、酱、调味料、芥子粉
及其调制品、汤料及其制品、其他复合调味品、酵母、食品用氨基酸、柠檬酸及其盐和酸
酯、食品用发酵有机酸、食品用酶制剂。 
备注：调味品料酒制造中将原料酒和其他原料调配生产的料酒的排污单位属本行业，原料
酒制造不属于本行业。 

含发酵工艺的味精、柠檬酸、
赖氨酸、酱油、醋等制造单位
（不含单纯分装的）。 

3 
方便食品制
造，其他食品

制造 

1.方便食品制造排污单位：以米、小麦粉、杂粮等粮食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只需简单烹
制即可作为主食，具有食用简单、携带方便、易于储藏等特点的食品的排污单位。 
2.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排污单位：指生产制造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品，以及补充
动物饲料的营养成分和促进生长、防治疫病的制剂等产品的排污单位。其中，方便汤料、
味精、酵母、柠檬酸、赖氨酸、冷冻水产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香料香精、无机盐等生产
单位不适用本技术规范。 

纳入 2015 年环境统计的有提
炼工艺的方便食品制造 、纳
入 2015 年环境统计的食品及
饲料添加剂制造（以上均不含
单纯混合和分装的） 



4 
酒的制造、饮
料的制造 

1.酒制造工业单位：指生产发酵酒精、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及其他酒的排污单位。
其中，发酵酒精制造是指以淀粉质、糖蜜或其他生物质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而制成食
用酒精、工业酒精、变性燃料乙醇等酒精产品的生产活动；白酒制造是指以高粱等粮谷为
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
酿、勾兑而制成的蒸馏酒产品的生产活动；啤酒制造是指以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
花（包括啤酒花制品），经糖化、发酵、过滤、灌装等工艺生产啤酒的生产活动，以及啤
酒专用原料麦芽的生产活动；黄酒制造是指以稻米、黍米等为主要原料，经蒸煮、糖化、
发酵、压榨、过滤、煎酒、贮存等工艺生产发酵酒的生产活动；葡萄酒制造是指以新鲜葡
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酿制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的生产活动；其他酒
包括果酒、奶酒、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配制酒、露酒等。 
2.饮料制造工业单位：指生产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碳酸饮料、
瓶（罐）装饮用水、固体饮料、 
茶饮料及其他饮料的排污单位。其中，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是指以水果或（和）蔬菜（包
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实）等为原料，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含乳饮料和
植物蛋白饮料是指以乳或乳制品，或其他动物来源的可食用蛋白，或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
物果实、种子或种仁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
工或发酵制 
成的液体饮料；碳酸饮料是指以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为基础，经加工制成的，
在一定条件下充入一定量二氧化碳气体的液体饮料，不包括由发酵自身产生二氧化碳气的
饮料； 
瓶（罐）装饮用水是指以直接源于地表、地下或公共供水系统的水为水源，经过加工制成
的密封于容器中可直接饮用的水。 
固体饮料是指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成的粉末状、颗粒状或块状等，供冲调
或冲泡饮用的固态制品；固体饮料包括湿混加工固体饮料和干混加工固体饮料；湿混加工
固体饮料是指先将一种或多种原料在液态下进行加工或混合，经过干燥后制成的固体饮
料。干混加工固体饮料是指各种原料在固体状态下进行加工、混合制成的固体饮料；茶饮
料是指以茶叶或茶叶的水提取液或其浓缩液、茶粉（包括速溶茶粉、研磨茶粉）或直接以
茶的鲜叶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液体饮料；
其他饮料包括特殊用途饮料、风味饮料、咖啡（类）饮料、植物饮料等。 

1. 酒的制造：啤酒制造、有
发酵工艺的酒精制造、白酒制
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 
2.饮料的制造：含发酵工艺或
者原汁生产的饮料制造 



5 人造板制造 

指生产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施加（或不施加）
胶黏剂和其他添加剂，制成的板材或成型制品的排污单位或生产设施。主要包括生产胶合
板、纤维板、刨花板及其他人造板的排污单位或生产设施。其中，胶合板，指由单板构成
的多层材料，通常按相邻层单板的纹理方向大致垂直组坯胶合而成的板材；纤维板，指将
木（竹）材或其他植物纤维原料分离成纤维，利用纤维之间的交织及其自身固有的粘结物
质，或施加胶黏剂，在加热和（或）加压条件下制成的板材；刨花板，指将木（竹）材或
其他植物纤维原料加工成刨花（或碎料），施加胶黏剂（和其他添加剂），组坯成型并经热
压而成的一类人造板；其他人造板，除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之外的人造板，主要包括
细工木板、指接集成材等其他各类人造板。 

生产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
及其他人造板的排污单位或
生产设施 

6 家具制造 

1. 家具制造排污单位：指用木材、金属、塑料、竹、藤等材料制作的，具有坐卧、凭倚、
储藏、间隔等功能，可用于住宅、旅馆、办公室、学校、餐馆、医院、剧场、公园、船舰、
飞机、机动车等任何场所的各种家具制造的排污单位或生产设施。 
2. 木制家具制造：指以天然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制作各种家具
的生产活动。 
3.竹藤家具制造：指以竹材和藤材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4.金属家具制造：指支（框）架及主要部件以铸铁、钢材、钢板、钢管、合金等金属为主
要材料，结合使用木、竹、塑等材料，配以人造革、尼龙布、泡沫塑料等其他辅料制作各
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5.塑料制造：指用塑料管、板、异型材加工或用塑料、玻璃钢直接在模具中成型的家具的
生产活动。 
6.其他家具制造：指主要由弹性材料（如弹簧、蛇簧、拉簧等）和软质材料（如棕丝、棉
花、乳胶海绵、泡沫塑料等），辅以绷结材料（如绷绳、绷带、麻布等）和装饰面料及饰
物（如棉、毛、化纤织物及牛皮、羊皮、人造革等）制成的各种软家具；以玻璃为主要材
料，辅以木材或金属材料制成的各种玻璃家具，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原材料制作各种家具的
生产活动。 

有电镀工艺或者有喷漆工艺
且使用油性漆的、有化学处理
工艺的、使用粘结剂的锯材、
木片加工、家具制造、竹、藤、
棕、草制品制造的排污单位。 



7 畜禽养殖业 

1.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指为了获得各种畜禽产品而从事动物饲养活动的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具体养殖品种包括生猪、肉牛、奶牛、蛋鸡、肉鸡、鸭、鹅、
羊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有明确规定规模标准的其他畜种。 
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指养殖规模（按养殖场最大养殖能力确定）达到省级人民政府依
法确定并公布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场所。 
3.指多个畜禽养殖经营主体集中在一个园区内，具有统一的围栏、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
服务、规范的管理制度，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治污和专
业化、规模化、标准化要求生产，并达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养殖场所。 

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具体规
模化标准按《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执行） 
备注：生猪养殖 2020 年办理。 

8 聚氯乙烯 指采用乙炔法、乙烯法或单体发生产聚氯乙烯的工业排污单位。 聚氯乙烯 

9 

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
理，非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 

废弃资源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一废弃资源为主要原料进行加工，以获取金属或非金属材
料的排污单位。废弃资源主要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电池、废机动车、废电机、废五
金、废塑料、废矿物油、废船、废轮胎以及其他废弃资源。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为原料通过物理加工方式
获取金属、塑料等材料的排污单位。 
2.废电池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锂电池、废氢镍电池、废锌锰电池及电池生产废料为
原料进行加工，获取镍、钴、锰等金属化合物及金属、塑料等材料的排污单位。 
3.废机动车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机动车为原料，通过物理加工方式获取金属、塑料、
可回用零部件等材料的排污单位。 
4.废电机、废五金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五金、废电线电缆、废电机为原料进行加工，
获取金属、塑料等材料的排污单位。 
5.废塑料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塑料为原料进行加工，获取再生塑料原料的排污单位。 
6.废矿物油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矿物油为原料进行加工，获取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要
求的再生润滑油基础油或者再生轻质燃料的排污单位。不包括采用明火高温加热方式，以
间歇釜式蒸馏（热裂化和催化裂化）设备生产不符合产品标准的汽柴油等油品的排污单位。 
7.废船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船舶为原料通过物理加工方式，获取金属、可回用零部
件等材料的排污单位。 
8.废轮胎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废轮胎、废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硫化橡胶粉、再生橡胶、
热裂解油等产品的排污单位。 
9.其他废弃资源加工工业排污单位：指以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电池、废机动车、废电
机、废五金、废塑料、废矿物油、废船、废轮胎以外的废弃资源为主要原料，通过清洗、
破碎、分选等物理加工方式，获取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排污单位。 

废电子电器产品、废电池、废
汽车、废电机、废五金、废塑
料（除分拣清洗工艺的）、废
油、废船、废轮胎等加工、再
生利用单位 



10 环境治理业 

一、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排污单位：指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以及危
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性活动的排污单位（不包括企业自建的）。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排污单位：指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经营性活
动的符合 GB18599 的排污单位。 
2.危险废物贮存排污单位：指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经营性活动的排污单位。 
3.危险废物利用排污单位：指开展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等经营性活
动的排污单位。 
4.危险废物处置排污单位：指开展对危险废物改变物理、化学、生物特性使其“减量化”
“无害化”，或者进行安全填埋等最终处置经营性活动的排污单位。 
5.医疗废物处置排污单位：指开展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化学消毒集中处理、高温
蒸汽集中处理等经营性活动的排污单位。 
二、危险废物焚烧排污单位：指焚化燃烧危险废物使之分解并无害化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危险
废物处理处置单位 

 

 



附件 2 
 

排污许可证申请注意事项 
 

一、申报系统：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平台 公开端 

二、登    录：系统首页—网上申报—注册—登录 

三、参照法规标准：系统首页—法规标准下载：《相关行业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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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行）》。有锅

炉的企业参照《火力发电及锅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四、管理类别：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7 年版）要求，确定排污单位实施重点管理还是简化管

理。 

五、实施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申请前信息公开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排污许可证申领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中“信息公开

方式”一栏必须包括“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一项。公

开后若无反馈意见，需要在公开情况说明表中“反馈意见处理情

况”一栏，填写“无公众反馈意见”，日期为公开结束后的日期。 

六、守法承诺书在系统首页右下角下载最新版，称呼处为“潍

坊市生态环境局”。 

七、提交审批级别为“市级”。 

八、纸质材料包括：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带条形码）、守法承

诺书、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重点管理）、自行监测方案、排污口

规范化证明、环评和验收批复、许可排放量计算过程、平面布置

图、监测点位图等相关附件。所有附件均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