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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三十一号）

2.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8号）

3.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5号）

4.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15号）

5.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环办[2015]99号）

6. 《危废运输储存收集技术规范》(HJ2025-2012)

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8. 《 环 境 保 护 图 形 标 志——固 体 废 物 贮 存 （ 处 置 ） 场 》

（GB15562.2-1995）

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1246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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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废物包装一般要求

1.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的包装应能有效隔断危险废物迁移扩散途径，并达到防渗、

防漏的要求。在包装有降压装置时，其排气孔设计和安装应能防止内

装物泄漏和外界杂质进入，排出的气体量不应造成危险和污染环境。

2.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容器（包

括封盖）上任何直接与化学废物接触的部分，须能承受废物的化学或

其他作用。包装应结构合理，并具有足够强度，防护性能好。材质、

型式、规格、方法应便于装卸、运输和储存。在运输过程中，其构造

和封闭形式应能承受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各种作业风险，不应因温度、

湿度或压力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渗（撒）漏，表面应清洁，不允许粘附

有害的危险物质，如内容器易碎且盛装易撒漏货物，应使用与内装物

性质相适应的衬垫材料或吸附材料衬垫妥实。

3.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容器须完好无损，没有腐

蚀、污染、损毁或其他有使其效能降低的缺陷。在使用或重新使用任

何容器前，废物产生者须检查容器内外，以确保其状况是完好无损。

如对容器是否完好有任何疑问，则不应使用。复合包装的内容器和外

包装应紧密贴合，外包装不应有擦伤内容器的凸出物。

4.容器须密封妥当。所有装载化学废物的容器都应妥当地盖好或

密封、正确地放置及保持清洁。包装封口应根据内装物性质采用严密

封口、液密封口或气密封口。盛装需浸湿或加有稳定剂的物质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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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封闭形式应能有效地保证内装液体（水、溶剂和稳定剂）的百分

比，在贮运期间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以内。

5.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废物相容。包装材质

要与危险废物相容，可根据废物特性选择钢、铝、塑料等材质。性质

类似的废物可收集到同一容器中，禁止将不相容（互相反应）的危险

废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在运输过程中，包装与内装物直接接触部分，

必要时应有内涂层或进行防护处理，包装材质不应与内装物发生化学

反应而形成危险产物或导致削弱包装强度。

6.装载液体废物时容器须注入适当的容器并留足够空隙。液体危

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mm并有放气孔的桶中，并且装载液

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须留足足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

保留 100mm以上空间。在运输过程中，包装应能经受在正常运输条

件下产生的内部压力。应保证在温度 55℃时，内装液体不致完全充

满容器。

7.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须设置适当的标签。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

上必须粘贴符合标准的标签，标签信息应填写完整详实。

危险废物标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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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危险废物标签样式一

（系挂于袋装危险废物包装上的危险废物标签）

说 明

1、危险废物标签尺寸颜色

尺 寸：10×10cm
底 色:醒目的橘黄色

字 体：黑体字

字体颜色：黑色

2、危险类别：按危险废物种类选择

3、材料为不干胶

A-2 危险废物标签样式二

（粘贴于袋装危险废物贮存容器上的危险废物标签）

说 明

1、危险废物标签尺寸颜色

尺 寸：20×20cm
底 色:醒目的橘黄色

字 体：黑体字

字体颜色：黑色

2、危险类别：按危险废物种类选择

3、材料为不干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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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常见危险废物危险分类

A-4 危险废物危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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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张贴达标模板参考 1-1

▲标签张贴达标模板参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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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产生源信息及其包装方法

1. 机动车维修行业常见危废产生源指引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包装方法

（本文索

引页码）

HW06
废有机溶

剂与含有

机溶剂

废物

非特定行业

900-401-06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萃取剂、

溶剂或反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四

氯化碳、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

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四氯

乙烯，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

一种或多种上述卤化溶剂的混合

/调和溶剂

P10-11
900-402-06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萃取剂、

溶剂或反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有

机溶剂，包括苯、苯乙烯、丁醇、

丙酮、正己烷、甲苯、邻二甲苯、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1,2,4-三甲

苯、乙苯、乙醇、异丙醇、乙醚、

丙醚、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

酸丁酯、丙酸丁酯、苯酚，以及

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多种

上述溶剂的混合/调和溶剂

900-404-06

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萃取剂、

溶剂或反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其

他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有

机溶剂，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

有一种或多种上述溶剂的混合/
调和溶剂

HW08
废矿物油

与含矿物

油废物

非特定行业

900-199-08 内燃机、汽车、轮船等集中拆解

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油泥

P12-13

900-214-08

车辆、轮船及其它机械维修过程

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

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

油

900-218-08 液压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

中产生的废液压油

900-249-08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

弃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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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包装方法

（本文索

引页码）

HW09油/
水、烃/水
混合物或

乳化液

非特定行业

900-005-09
水压机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

产生的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

液

P14-15900-006-09
使用切削油和切削液进行机械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油/水、烃/水混合

物或乳化液

900-007-09 其他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油/水、烃

/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HW12
染料、涂

料废物
非特定行业

900-251-12
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有

机溶剂进行阻挡层涂敷过程中产

生的废物

P16-19

900-252-12
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有

机溶剂进行喷漆、上漆过程中产

生的废物

900-253-12 使用油墨和有机溶剂进行丝网印

刷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900-255-12 使用各种颜料进行着色过程中产

生的废颜料

900-299-12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

劣的油墨、染料、颜料、油漆

HW49
其他废物

非特定行业

900-039-49

烟气、VOCs 治理过程（不包括餐

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

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

（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

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

性炭（不包括 900-405-06、
772-005-18、261-053-29、
265-002-29、384-003-29、

387-001-29类废物）
P20-29

900-041-49
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

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

附介质

900-044-49 废弃的镉镍电池、荧光粉和阴极

射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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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仅列明较常见的危险废物，对于其他未列明的危险废物具体包装方法

及要求可参考性质相同（危险特性、物理形态等）的危险废物。本表参考《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15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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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维修行业常见危险废物及其包装方法

（1）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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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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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矿物油、含矿物油废物



13

▲包装模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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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水、烃/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冷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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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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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染料、涂料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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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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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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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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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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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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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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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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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模板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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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危险废物进入仓库前应对危险废物进行规范打包、称量后如实记录台账再入库贮存。对于以卡板为单位

包装危废的，其打包尺寸应控制在 1.2m*1.2m*1.2m内（即卡板长度应保持 1~1.2m、宽度应保持 1~1.2m、堆叠高

度不应高于 1.2m），并用塑料薄膜缠绕 3圈固定后贴上对应的危废标签；对于贮存液态危废的的包装物，容器顶部

与液体表面之间保留 100mm以上空间，加盖密封并在容器上适当位置（张贴于容器外壁上，张贴高度最好处于距

离容器顶端五分之一处）贴危废标签；对于采用包装袋打包的危险废物，应规范包装好后贴上对应危废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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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险废物贮存的一般规定

1.建立危险废物专用贮存设施。所有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险废物

经营者应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可利用原有构筑物建成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

2.符合“三同时”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

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的要求，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落实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措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设施投资概算。

3.危险废物不要求装入容器的条件。在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

发的固体危险废物可在贮存设施内分别堆放，除此之外的其他危险废

物必须装入容器内存放。

4.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仓库式）的设计原则：

（1）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料必须与

危险废物相容。

（2）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气体净化装置。

（3）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4）用以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必须有

耐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

（5）应设计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所围建的容积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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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截最大容器的最大贮存量或贮存量的 1/5。

▲贮存设施建设图样 3-1

5.危险废物的堆放：

（1）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m 厚粘土层（渗透系数

≤10-7cm/s），或 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 2mm厚的其他人工材

料，渗透系数≤10-10cm/s。

▲贮存场所地面建设剖面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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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达标模板参考 3-4

（2）堆放危险废物的高度应根据地面承载能力确定。

（3）衬里要能够覆盖危险废物或其溶出物可能涉及到的范围。

（4）衬里材料与堆放危险废物相容。

（5）在衬里上设计、建造浸出液收集清除系统。

（6）应设计建造径流疏导系统，包装能防止 25a一遇的暴雨不

会流到危险废物堆里。

▲导流沟和收集井建设剖面图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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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沟和收集井达标模板参考 3-5

（7）危险废物堆内设计雨水收集池，并能收集 25a一遇的暴雨

24h降水量。

（8）危险废物堆要防风、防雨、防晒。

（9）产生量大的危险废物可以散装方式堆放在贮存在按上述要

求设计的废物堆里。

（10）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能混合和合并堆放。应按照危险废物

的种类和特性进行分区贮存，不得将不相容的废物混合或合并存放，

每个贮存区域之间宜设置挡墙间隔，而盛装在容器内的同类危险废物

才可以堆叠存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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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仓间隔达标模板参考 3-6

（11）总贮存量不超过 300kg（L）的危险废物要放入符合标准

的容器内，加上标签，容器放入坚固的柜或者箱中，柜或箱应设多个

直径不少于 30mm的排气孔。不相容危险废物要分别存放或存放在不

渗透间隔分开的区域内，每个部分都应有防漏裙脚或储漏盘，防漏裙

脚或储漏盘的且要与危险废物相容。

6.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

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7.根据标准要求，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根据贮存的废物种类和特

性设置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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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贮存标志如下:

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说 明

1、危险废物警告标志规格颜色

形状：等边三角形，边长 40cm
颜色：背景为黄色，图形为黑色

2、警告标志外檐 2.5cm
3、使用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为房屋的，

建有围墙或防护栅栏，且高度高于

100CM时；部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场

所。

危废贮存场所标志

说 明

1、危险废物警告标志规格颜色

形状：矩形，边长 60*40cm
颜色：背景为黄色，图形为黑色

2、危险类别：危废贮存场所内全部危废

3、使用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外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说 明

1、危险废物警告标志规格颜色

形状：矩形，边长 40*40cm
颜色：背景醒目橘黄色

2、危险类别：危废贮存场所内全部危

废

3、使用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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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设施外标签达标模板参考 3-7

五、危险废物的管理一般规定

1.规范记录和保存危险废物台账。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险废物贮

存设施经营者均须做好危险废物情况记录，其中危险废物贮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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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的台账和货单在危险废物回取后应继续保留三年。

2.建立健全并公开危险废物污染责任防治制度。建立了责任制度，

负责人明确，责任清晰；负责人熟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规、制度、

标准、规范；制定的制度得到落实，采取了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的措施。执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公开制度，在显著位置张

贴危险废物防治责任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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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危险废物防治责任信息达标模板参考 4-1

3.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报环保部门备案。制定了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内容齐全，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产生量、

利用处置方式描述清晰。同时，报环保部门备案和及时申报了重大改

变。

4.进行申报登记。如实申报（可以是专门的危险废物申报或纳入

排污申报、环境统计中一并申报）；内容齐全；能提供证明材料，证

明所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如关于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理情况的

日常记录等。另外，及时申报了重大改变。

5.制定转移计划，如实填写转移联单并保存齐全。在转移危险废

物前，向环保部门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并得到批准。按照实际转

移的危险废物，如实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

转移联单要保存齐全，至少保存五年。

6.需要转移的危险废物须委托给有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除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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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自行利用处置的，全部提供或委托给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与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签订了合同且合同在有效期

内，可以提供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7.制定应急预案并向环保部门备案。涉及危险废物的单位需要制

定了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在当地环保部门备案。

8.按照预案要求每年组织应急演练。（1）对于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10吨以下的企业，应有图片、文字或视频记录；（2）对于危险废物

年产生量 10吨以上的企业，应有：①详细的演练计划；②演练图片、

文字或视频记录；③演练后的总结材料。

9.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制定年度

培训计划，对相关管理人员和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运输、暂存、利用

和处置等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相关人员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熟悉本单位制定的危险废物管理规章制

度、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等各项要求；掌握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运输、

暂存的正确方法和操作程序。

10.定期检查包装容器和贮存设施。必须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

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

换。

11.危险贮存设施的废液和废气排放要符合标准。泄漏液、清洗

液、浸出液必须符合 GB8978的要求方可排放，气体导出口排出的气

体经过处理后，应满足 GB16297和 GB1455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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