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对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有效监督管理工业固体废物转移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他相关部门对本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分拣、

运输、利用、处置单位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的监督管理。

转移危险废物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数字化管理） 转移工业固体废物的相关单位应

当按照本办法要求依托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信息系统（以

下简称“省固废系统”）运行电子转移联单。

第二章 联单运行

第四条 （联单发起） 移出人委托他人运输和利用处置工

业固体废物的，应当通过省固废系统发起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

移联单，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接收人信息和转移工业固

体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等信息。

第五条 （一车多家联单管理）承运人一车（船或其他运

输工具）次同时为多个移出人转移工业固体废物的，每个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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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各自填写、运行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第六条（承运管理）承运人应当核实确认移出人填写的工

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相关信息后，方可开始运输。

采用联运方式转移工业固体废物的，前一承运人和后一承

运人应当明确运输交接的时间和地点，后一承运人应当通过省

固废系统核实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确定的移出人和前一

承运人信息及转移的工业固体废物相关信息后，方可运输。

第七条（接收管理） 接收人应当对照工业固体废物电子

转移联单核验承运人实际运抵的工业固体废物种类、重量（数

量）等相关信息，核验无误的，应在接收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通过省固废系统予以确认接收；如发现存在较大差异的，接收

人应与移出人进行核对协商，由移出人对电子转移联单信息进

行修改后确认接收。

接收人拒收部分或全部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在电子转移

联单中填写退回的固体废物种类、重量（数量）、运输等相关信

息，运抵后由移出人确认退回。

第八条 （非交通工具转移） 以管道、输送带等非交通工

具转移工业固体废物的，移出人和接收人应按月填写、运行上

一月的包含工业固体废物转移的种类、重量（数量）、形态等信

息的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第九条 （跨省转移管理） 跨省转出工业固体废物的，由

移出人通过省固废系统发起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并在

与接收人确认运抵信息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省固废系统填写

接收信息并上传接收凭证；跨省转入工业固体废物的，由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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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省固废系统发起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并在接收

后 5 个工作日内通过省固废系统填写接收信息并上传接收凭

证。

第十条 （大宗联单）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且单类工业

固体废物平均每日通过道路运输车辆转移 10 批次及以上的移

出人，可通过省固废系统按日填写、运行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电

子转移联单。转移单类工业固体废物且委托多个承运人的，或

者转移多类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分别填写大宗工业固体废物

电子转移联单。

第十一条（联单补录）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省固废系统填

写、运行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的，移出人可以先使用纸

质转移联单，并于转移活动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在省固废系统

中补录所有转移信息。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省级职责）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监督指导全省

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运行管理工作，开发维护省固废系

统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管理模块，统一制发工业固体废

物电子转移联单表单，并定期对各地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

单运行情况进行通报。

第十三条 （市县职责） 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及所辖县（市、

区）分局或负有相应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相关单位运

行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相关单位

使用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开展转移活动，并依据《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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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查处未运行电子

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联单编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通过省

固废系统按照以下规则实行全省统一编码管理。

联单编码由 20 位阿拉伯数字加 1 个字母组成；第 1 至 6

位数字为移出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第 7至 14位数字为包括年

月日的日期代码，第 15至 20位数字以移出地县级行政区域为

单位进行流水编号，字母 P为普通转移，D表示大宗转移。

第十五条（术语解释）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转移，是指以分拣、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工业固体

废物为目的，将工业固体废物从移出人的场所移出，交付承运

人并移入接收人场所的活动。

（二）分拣，是指将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分选、拆解、剪切、

破碎、清洗、打包等规模化初加工的活动。

（三）移出人，是指工业固体废物转移的起始单位，包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分拣单位等。

（四）承运人，是指承担工业固体废物运输作业任务的单

位。

（五）接收人，是指工业固体废物转移的目的地单位，包

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分拣单位，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

处置单位等。

第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 2023年 X月 X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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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第十七条（解释主体）本办法由浙江省生态环境厅解释。



— 6 —

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普通联单）

联单编号：

第一部分 移出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是否跨省转移：□是 □否 ，如是，填写许可（备案）编号：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移出时间： 年 月 日____时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形态 转移量（吨）

第二部分 转运信息

转运方式： □单位转运 □个人转运 □移出人自行运输 □非交通工具运输（选此类转运

方式信息可不填写）

单位运输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运输者姓名： 手机号码：

运输工具：□汽车 □船 □其他_____ 牌号：

个人运输
运输者姓名： 手机号码：

运输工具：□汽车 □船 □其他_____ 牌号：

自行运输
运输者姓名： 手机号码：

运输工具：□汽车 □船 □其他_____ 牌号：

运输起点（默认为移出人地址）： 运输终点（默认为接收人地址）：

第三部分 接收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信息核实（是/否） □是 □否，如选“否”，应描述差异信息。

接收情况 □确认接收 □部分接收 □拒收

第四部分 退回信息（部分接收、拒收时填写）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退回量（吨） 运输者姓名 运输工具 牌号

移出单位确认退回 □是 □否



— 7 —

填写说明

1.联单编号

联单编号由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根据《浙

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编码规则自动生

成。

2.工业固体废物移出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2.1单位名称、地址、经办人及联系电话根据移出人在信息系统注册

信息自动生成。

2.2 跨省转出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要在信息系统勾选匹配对应的跨省

转移许可（备案）编号；跨省转入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要在信息系统填

写对应的跨省转移许可（备案）编号。

2.3废物名称、废物代码根据国家固体废物相关名录确定；形态填写

固态、半固态、液态、气态、其他（需说明具体形态）；移出量填写该类

工业固体废物移出的重量（以吨计，精确至小数点后第四位）。

3.工业固体废物运输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3.1单位名称信息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信息自动生成。

3.2运输者、联系电话、运输工具及牌号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

信息进行点选；运输工具填写汽车、船等交通工具；牌号为交通工具对应

的牌照号码。

3.3运输起点填写运输起始地址，应为移出人生产或经营设施地址；运

输终点填写运输终止的地址，应为接收人生产或经营设施地址。

3.4采用联运方式转移的，可在运输信息部分增加后续承运人相关运

输信息。

4.工业固体废物接收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4.1 信息核实选“是”即核实无误确认接收。

4.2 信息核实选“否”即核实发现接收信息与移出人填报信息存在较大

差异，应当描述差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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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联单编号：

第一部分 移出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是否跨省转移：□是 □否 ，如是，填写许可（备案）编号：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移出时间： 年 月 日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形态 移出量（吨）

第二部分 运输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运输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手机号：

单位地址：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序号 驾驶员 联系电话 车牌号

第三部分 接收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信息核实（是/否） □是 □否，如选“否”，应描述差异信息，例：重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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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适用范围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适用于单种工业固体废物由单个承运

人运输的情形；多种固体废物或者多个承运人的，应当分别填写大宗工业固

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2.联单编号

联单编号由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根据《浙

江省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编码规则自动生

成。

3.工业固体废物移出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3.1单位名称、地址、经办人及联系电话根据移出人在信息系统注册

信息自动生成。

3.2跨省转出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要在信息系统勾选匹配对应的跨省

转移许可（备案）编号；跨省转入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要在信息系统填

写对应的跨省转移许可（备案）编号。

3.3废物名称、废物代码根据国家固体废物相关名录确定；移出量填

写该类工业固体废物移出的重量（以吨计，精确至小数点后二位）。

4.工业固体废物运输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4.1单位名称信息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信息自动生成。

4.2驾驶员、联系电话、运输工具及牌号根据承运人在信息系统中注册

信息进行点选；运输工具填写汽车、船等交通工具；牌号为交通工具对应

的牌照号码。

4.3运输起点填写工业固体废物运输起始的地址，应该为移出人生产或

经营设施地址；运输终点填写工业固体废物运输终止的地址，应该为接收

人生产或经营设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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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业固体废物接收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5.1 信息核实选“是”即核实无误确认接收。

5.2 信息核实选“否”即核实发现接收信息与移出人填报信息存在较大

差异，应当描述差异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