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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环境保护与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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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行业产污特征



食品行业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
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食品行业包括：C13农副食品加工业、C14食品制
造业、C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环境保护关注：农副食品价格 13-谷物磨制 131，饲料加工 132，植物油加工 133，制糖业 134，屠宰
及肉类加工 135，水产品加工 136，蔬菜、菌类、水果和坚果加工137，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食品制
造业 14-焙烤食品制造141，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2，方便食品制造 143，罐头食品制造145，乳
制品制造 144，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6，其他食品制造 149；酒、饮料制造业 15-酒的制造 151，
饮料制造 152，精制茶加工153。

有发酵工艺的淀粉、淀粉糖、味精、柠檬酸、赖氨酸、酵母、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制造属于上海市
环评重点行业。



食品行业排污情况

破碎搅拌——颗粒物

提取——挥发性有机物

发酵工艺——异味、挥发性有机物

油炸——油烟、异味

干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包装——颗粒物

运输储存——颗粒物

锅炉——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污水站——异味

酒糟残渣堆场——异味

清洗——有机废水（COD、SS、氨氮、总氮）

发酵槽液——高浓度有机废水（COD、氨氮、总氮）

冷却系统——低浓度冷却水

纯水系统——浓水

洗涤塔——定排水

加工残渣——一般工业固废

废水污泥——一般工业固废



2 标准与法规



排放标准与技术规范

废气排放标准：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31/844-201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2015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BD31/1025-2016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387-2014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860-2014

废水排放标准：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457-92
柠檬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430-2013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431-2004
酵母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2-2010
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821-2005
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631-2011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1-2010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20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淀粉工业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制糖工业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水产品加工工业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
农副产品加工工业-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工业
食品制造工业-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工业
食品制造工业-乳制品制造工业
食品制造工业-方便食品、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工业
酒、饮料制造工业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副产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工业
酒、饮料制造工业

行标优先，交叉从严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自行监测

总量
控制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未批先建
停止建设，总投资1%-5%处罚
登记表未备案处罚5万元

弄虚作假
企业50-200万罚款
个人5-20万罚款

未验先投
企业20-100万、责任人5-20万处罚
拒不改正100-200处罚，责令关闭



排污许可制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环评管准入 许可管运营

环评制度重点关注新建项目选址布局，项目可能产生的
环境影响各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排污许可与环评在污染物排放上进行衔接。

新建污染源必须在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
污许可证

时间
节点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内容
要纳入排污许可证

对需要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排污单位排污许
可执行情况应作为环境影响后评价的主要依据

内容
要求

环境
监管

排污许可证

自行监测

排污权
交易

总量
控制

监管
执法

信息
公开

排污许可制 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核心



排污许可制下企业的主体责任

企业承诺 申领排污证的过程，申领文件及承诺书，都是企业在相关文件
的要求下，以自己环境管理目标向社会做出的承诺。

自行监测 排污单位在申领排污证后应当按照排污证要求、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等文件，编制自行监测方案，落实自行监测工作

台账记录

执行报告

信息公开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关于台账记录的要求，根据
生产特点和污染物排放特点，按照排污口或者无组织排放源
等对相关内容进行记录。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关于执行报告内容和频次
的要求，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对
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允以公开，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监管及社会监督

持证自我环保管理体系建设 ——“ 自证清白”

排污许可制



3 排污许可证



许可事项

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

登记事项

”许可事项“需要知道

1、排放口

2、污染物

3、排放限值

4、排放总量

v



排放口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排放总量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v

v

许可事项



14

排放口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排放总量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许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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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口
污染物
排放限值
排放总量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v

v

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

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

登记事项

”管理要求“要

执行

制定方案 设计台账

开展监测 台账记录

执行报告

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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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正常运行；
（五）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六）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七）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八）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或者污染物排放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不报告；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一）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

（二）未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或者污染物排
放浓度、排放量；
（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四）未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v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沪
环规[2017]9号文要求，“核发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应于核发之日
起的6个月内完成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的建设、联网和备案；其他
排污单位应当与纳入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施范围之日起的6个月
内完成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的建设、联网和备案。”

v

v v

管理要求



登记事项

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

登记事项 v

“登记事项”理清楚

原辅料 污染设施产品

生产台账



4 自行监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一步：登录全国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企业端
http://permit.mee.gov.cn/

第二步：
点击进入监测记录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
按照许可证自行监测章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登记管理单位：
企业所属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食品三大行业均已出台）
结合环评/登记表的监测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自行监测方案：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监测点位示意图
监测方法和仪器
质量控制措施
监测结果公开等内容

监测单位：
委托第三方单位，需具有CMA资质
企业自己监测需建立质控体系，包括机构、人员、仪器设备、监测能力验证、质控措施
监测结果上传上海市社会化监管平台



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1.自行监测方案监测点位图，场内无组织监测点位缺失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2.实际监测过程中采样个数与监测方案中的不符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3.监测方案中的排气筒数量与排污许可证不一致

多出的两个排气筒属于未许可的排放装置，需及时向环保部门汇报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4.监测报告样品分析日期与原始样品分析记录表时间不一致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5.在线监测水样比对结果记录台账存在涂改痕迹，数据质量管理不符合要求

应在错误数据上划横线，写出正确数
据后在旁边空白部分写明做出修改的
原因、修改人及修改日期



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常见问题6.在线监测水样比对结果不合格，未进行复测；故障台账部分缺失。



5 台账记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台账保存期限不低于5年
台账一般包括：
1、基本信息台账；
2、生产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3、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
4、监测记录信息台账；
5、其他环境管理信息台账。
具体排污单位具体台账要求内容、频次见排污证副
本；电子+纸质版本

台账记录

各类台账格式可以参考相应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附录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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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944-
2018）



基本信息：对于未发生变化的按年记录,1次/年;对于发生变化的基本信息,在发生变化时记录1次。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1）运行状态:一般按日或批次记录,1次/日或批次。
2）生产负荷:一般按日或批次记录,1次/日或批次。
3）产品产量:连续生产的,按日记录,1次/日。非连续生产的,按照生产周期记录, 1次/周期;周期小
于1天的,按日记录,1次/日。

台账记录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频次与对应的生产台账对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填写

台账记录



a）正常情况: 1运行情况:按日记录,1次/日。2 主要药剂添加情况:按日或批次记录,1次/日或批次。
3、DCS 曲线图:按月记录,1次/月 。
b）异常情况:按照异常情况期记录,1次/异常情况期。

台账记录



1次/监测期

台账记录



6 执行报告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执行报告

编制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及时报送有核发权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并公开，执行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生产信息、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按证排放情况等。

重点管理排污单位：季报、年报
简化管理排污单位：年报

同时向有排污许可证核发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通过
平台印制的经排污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实际负责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的书面执行报告。



年度执行报告 季度执行报告

年报：每年1.31日

季报：4.15日前
7.15日前
10.15日前
1.15日前

执行报告



执行报告

序号 年报包含1~11、季报包含2和6、月报包括6

1 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汇总表

2 企业基本信息

3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4 自行监测情况

5 台账管理信息

6 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判定分析

7 信息公开情况

8 (选择开展)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9 (选择开展)  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

10 (选择开展)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1 附件



必须上传：
1、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
2、排放量计算过程涉及到的手
工监测数据报告
3、相关特殊情况的证明材料 1)
排污单位如涉及拆除、闲置停运
污染防治设施、2）自动监测系
统出现设备异常的情况3）在线
数据缺失、数据异常，且不是排
污单位责任时4）排污单位如涉
及因故障等紧急情况停运污染
防治设施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异常的情况5）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出具的对排污单位超标排
放的处罚文件(如涉及)

执行报告



执行报告

特别注意：环保设施故障时不达标废水、废气不得排放

合规性：

(1)若报告周期内污染防治设施停用或运行异常的，应审核企
业台账或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报停用 (异常)  报告等是否
一致；

(2)异常情况下的控制措施：审核污染治理设施异常时采取的
应对措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执行报告

合规性：

：

(1)在线监测设施：是否完成自动监测设备的建设、联网
和备案；

(2)手工监测：各污染因子的手工监测频次是否满足许
可证的监测频次要求。

(3)无组织控制：涉及LDAR的，审核其检测和修复的频次
是否满足许可证的检测频次要求。

：

(1)监测数据有效性：监测数据应符合国家环境监测相关
标准技术规范；

(2)填报数据一致性：主要废气、废水污染物填报的污染
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等数据应与提供的监测报告一致；

(3)达标判定：废气(水)自动监测监控设施有效日均值
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即为达标；废气(水)手工监测数
据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即为达标；若排放标准另有规
定的，应按其要求判定。



执行报告

完整性：

正常工况下：
废气 (水)  排放口的有效监测数据数量、浓度

(速率)  监测结果、超标数据数量、超标率；

无组织废气 (厂界、厂内等) ：

• 监测时间、浓度监测结果、是否超标及超标原因；

• 涉及无组织排放源管控要求时，应在本章小结中
描述无组织源控制情况；



执行报告

完整性：

非正常工况下：
涉及排放口编号、污染物排放种类；
若有监测数据时，应按照正常工况下的排放口监测要求填写完整。



执行报告

完整性：

若污染治理设施存在停运或异常情
况，应提供污染治理设施异常时段的
台账记录。



7 固废处置



危险废物

1
危险废物贮存间门口需张贴标准规范
的危险废物标识和危废信息板，屋内
张贴企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
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附
录A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
1995）所示标签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企业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性进行分区、分类贮存，设置防雨、防扬散、防渗漏等设施。
对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贮存，否则按
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新建危废暂存库储存容量不小于15天。



2 危废容器和包装物必须设置危险废物
识别标志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
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附录A所示标签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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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印刷品。

（粘贴于危险废物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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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干胶印刷品。

（系挂于袋装危险废物包装物上的危险废物标签）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

3

（1）建立危险废物出入库台帐，按要求
做好相关记录；（2）产生环节登记表、
贮存环节登记表、出库表；（3）建立台
账并悬挂于危废间内，转入及转出（处置
、自利用）需要填写危废种类、数量、时
间及负责人员姓名。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7.7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经营者均须作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记录上须注明危险
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
、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危险废物的记录和货单在危险废物回取
后应继续保留三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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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危险废
物的，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如实填写转移联单中产生单
位栏目，并加盖公章。转移联单保存齐全
。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未经批准的，
不得转移。转移危险废物途经移出地、接受地以外行政区域的，危险废物
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知
沿途经过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5 签订危废处置合同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6

产废单位必须制定危险废物的意外事故防
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向环保部门备案，组
织应急演练（一般要求每年组织一次），
产废单位必须能提供上一年度组织演练的
相关证明材料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一般工业固废

储存场所：
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
按固废类别进行分类贮存
张贴环保图形标志



1 在“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报送

环评报告或
排污许可证

固废的品类11

22

33

44

固废贮存设施

自行利用处置项目

固废合同
接收单位的信息

判断

依据

依据

填报

更新

填报逻辑

一般工业固废

6-6 食品加工行业污水污泥
8-7 动物残渣
8-8 粮食及食品加工废物



2
填报材料清单准备

系统填报操作

11

产废单位
固废贮存间

22 33

接收、利用
处置单位

其他方面

1、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GB15562.2-1955要求）

2、外景图片

（设施整体外观，应报尽报）

3、内景图片

（分类贮存、贮存容器、标识）

以上3项都为必填项

1、每级接收单位营业执照

2、每级接收单位环评信息

（环评报告书/表、批复）

3、每级接收单位排污许可

（许可证正本/登记备案表）

4、每级接收单位贮存、利用、

处置设施照片

以上1、2、4为必填项

1、固废收集、处置、利用合同

2、固废运输合同

（自行运输或委托运输）

3、固废利用处理反馈材料

（接收单位如何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的反馈材料）

4、跨省利用备案转移审批文件

以上1为必填项（如有跨省转移

行为4也为必填项）

备注：以上材料均需满足pdf、png、jpg、jpeg格式要求。

一般工业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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