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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

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19〕92 号）等

有关要求，强化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全过程环

境监管，现就实行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分类评估危险废物企业风险等级。

以危险废物危害性（如直接毒性或反应毒性）和守法成本作为分级分

类的原则，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46 类 467 种危险

废物的基础上，制定《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管控清单》（见附件 1）。

各市要将产生《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管控清单》中危险废物 3 吨及以上

的产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作为重点风险监管单位，其他产废单

位作为一般风险监管单位。

二、实行省、市、县三级分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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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生态环境局要组织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对危险废物重点

风险监管单位每半年开展一次全覆盖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违法问

题的单位，当年度检查频次增加至每季度一次；

对一般风险监管单位的监督检查，按照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有

关规定组织开展。各市生态环境局每年 1 月和 7 月对各县（市、区）

生态环境分局检查情况进行一次抽查，并将抽查情况报告省生态环境

厅。

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对重点风险监管单位开展现场帮扶，并对市、县

生态环境部门检查情况进行抽查。

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检查要依托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智

慧监管系统开展，并将检查结果实时上传。

三、强化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管单位清单动态管理。

各市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支撑，对涉及危险废物种类较多、情况复杂

的单位，强化技术指导，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危险废物企业分

类划分工作，填写《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管单位清单》（见附件 2）

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后续请于每年 3 月底前，将动态更新后的《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管单

位清单》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附件：

1.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管控清单

2.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管单位清单（XX 市）



附件 1 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管控清单
（本清单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及危险废物实际风险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HW02 医药

废物

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

271-001-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271-002-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

物

271-005-02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的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兽用药品制造

275-004-02 其他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

275-006-02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反应基和培养基废物

275-008-02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产品及原料药

HW04 农药

废物
农药制造

263-001-04

氯丹生产过程中六氯环戊二烯过滤产生的残余物，及氯

化反应器真空汽提产生的废物

263-002-04 乙拌磷生产过程中甲苯回收工艺产生的蒸馏残渣

263-003-04

甲拌磷生产过程中二乙基二硫代磷酸过滤产生的残余

物

263-004-04

2,4,5-三氯苯氧乙酸生产过程中四氯苯蒸馏产生的重

馏分及蒸馏残余物

263-005-04

2,4-二氯苯氧乙酸生产过程中苯酚氯化工段产生的

含 2,6-二氯苯酚精馏残渣

263-006-04

乙烯基双二硫代氨基甲酸及其盐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过滤、蒸发和离心分离残余物及废水处理污泥，产品研

磨和包装工序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和地面清扫废



物

263-007-04

溴甲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附剂、反应器产生的蒸馏

残液和废水分离器产生的废物

263-008-04

其他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不包括

赤霉酸发酵滤渣）

263-009-04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反应罐及容器清洗废液

263-010-04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滤料及吸附剂

263-011-04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263-012-04 农药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过期原料和废弃产品

非特定行业 900-003-04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

劣的农药产品，以及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

残余物的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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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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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407-06

900-401-06、900-402-06、900-404-06 中所列废有机溶

剂分馏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高沸物和釜底残渣

HW07 热处

理含氰废

物

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336-001-07 使用氰化物进行金属热处理产生的淬火池残渣

336-002-07 使用氰化物进行金属热处理产生的淬火废水处理污泥

336-003-07 含氰热处理炉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内衬

336-004-07 热处理渗碳炉产生的热处理渗碳氰渣

336-005-07

金属热处理工艺盐浴槽（釜）清洗产生的含氰残渣和含

氰废液

336-049-07 氰化物热处理和退火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残渣

HW11 精

（蒸）馏

残渣

煤炭加工 252-013-11 焦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脱硫废液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07-11 乙烯法制乙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08-11 乙烯法制乙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次要馏分

261-009-11 苄基氯生产过程中苄基氯蒸馏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10-11 四氯化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重馏分

261-011-11 表氯醇生产过程中精制塔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12-11 异丙苯生产过程中精馏塔产生的重馏分



261-013-11

萘法生产邻苯二甲酸酐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轻馏

分

261-014-11

邻二甲苯法生产邻苯二甲酸酐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和轻馏分

261-015-11 苯硝化法生产硝基苯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16-11

甲苯二异氰酸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和离心分

离残渣

261-017-11 1,1,1-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18-11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联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19-11 苯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20-11 苯胺生产过程中苯胺萃取工序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21-11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干燥塔产生的反应

残余物

261-022-11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轻馏分

261-023-11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废液

261-024-11

二硝基甲苯加氢法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

的重馏分

261-025-11

甲苯二胺光气化法生产甲苯二异氰酸酯过程中溶剂回

收塔产生的有机冷凝物



261-026-11 氯苯、二氯苯生产过程中的蒸馏及分馏残渣

261-027-11

使用羧酸肼生产 1,1-二甲基肼过程中产品分离产生

的残渣

261-028-11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的蒸馏

残渣

261-029-11

α-氯甲苯、苯甲酰氯和含此类官能团的化学品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蒸馏残渣

261-030-11 四氯化碳生产过程中的重馏分

261-031-11 二氯乙烯单体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261-032-11 氯乙烯单体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261-033-11 1,1,1-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蒸汽汽提塔产生的残余物

261-034-11 1,1,1-三氯乙烷生产过程中蒸馏产生的重馏分

261-035-11 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联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0-11 苯和丙烯生产苯酚和丙酮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1-11 苯泵式硝化生产硝基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2-11 铁粉还原硝基苯生产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3-11

以苯胺、乙酸酐或乙酰苯胺为原料生产对硝基苯胺过程

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4-11

对硝基氯苯胺氨解生产对硝基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

分

261-105-11 氨化法、还原法生产邻苯二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6-11

苯和乙烯直接催化、乙苯和丙烯共氧化、乙苯催化脱氢

生产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7-11

二硝基甲苯还原催化生产甲苯二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

分

261-108-11 对苯二酚氧化生产二甲氧基苯胺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09-11 萘磺化生产萘酚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0-11

苯酚、三甲苯水解生产 4,4¢-二羟基二苯砜过程中产

生的重馏分

261-111-11

甲苯硝基化合物羰基化法、甲苯碳酸二甲酯法生产甲苯

二异氰酸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3-11 乙烯直接氯化生产二氯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4-11 甲烷氯化生产甲烷氯化物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5-11 甲醇氯化生产甲烷氯化物过程中产生的釜底残液

261-116-11 乙烯氯醇法、氧化法生产环氧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7-11 乙炔气相合成、氧氯化生产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18-11

乙烯直接氯化生产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261-119-11

乙烯氧氯化法生产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261-120-11

甲苯光气法生产苯甲酰氯产品精制过程中产生的重馏

分



261-121-11

甲苯苯甲酸法生产苯甲酰氯产品精制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261-122-11

甲苯连续光氯化法、无光热氯化法生产氯化苄过程中产

生的重馏分

261-123-11

偏二氯乙烯氢氯化法生产 1,1,1-三氯乙烷过程中产

生的重馏分

261-124-11 醋酸丙烯酯法生产环氧氯丙烷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25-11

异戊烷（异戊烯）脱氢法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

馏分

261-126-11 化学合成法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27-11 碳五馏分分离生产异戊二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28-11 合成气加压催化生产甲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29-11 水合法、发酵法生产乙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0-11 环氧乙烷直接水合生产乙二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1-11 乙醛缩合加氢生产丁二醇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2-11 乙醛氧化生产醋酸蒸馏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3-11 丁烷液相氧化生产醋酸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4-11 电石乙炔法生产醋酸乙烯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5-11 氢氰酸法生产原甲酸三甲酯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261-136-11 β-苯胺乙醇法生产靛蓝过程中产生的重馏分

环境治理业 772-001-11 废矿物油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



非特定行业 900-013-11

其他化工生产过程（不包括以生物质为主要原料的加工

过程）中精馏、蒸馏和热解工艺产生的高沸点釜底残余

物

HW12 染

料、涂料

废物

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品制

造

264-010-12 油墨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

264-011-12

染料、颜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残渣、废吸附剂

和中间体废物

HW13 有机

树脂类废

物

合成材料制造 265-102-13

树脂、合成乳胶、增塑剂、胶水/胶合剂生产过程中合

成、酯化、缩合等工序产生的废母液

HW15 爆炸

性废物

炸药、火工及焰

火产品制造

267-001-15 炸药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267-002-15 含爆炸品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

267-003-15

生产、配制和装填铅基起爆药剂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

污泥

267-004-15

三硝基甲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红水、红水，以及废水处

理污泥

HW17 表面

处理废物

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336-052-17

使用锌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锌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336-053-17

使用镉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镉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336-054-17

使用镍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336-055-17

使用镀镍液进行镀镍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

泥

336-056-17

使用硝酸银、碱、甲醛进行敷金属法镀银产生的废槽液、

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57-17

使用金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金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336-058-17

使用镀铜液进行化学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

理污泥

336-060-17

使用铬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黑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

废水处理污泥

336-062-17

使用铜和电镀化学品进行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336-063-17 其他电镀工艺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4-17

金属或塑料表面酸（碱）洗、除油、除锈、洗涤、磷化、

出光、化抛工艺产生的废腐蚀液、废洗涤液、废槽液、

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不包括：铝、镁材（板）表面酸

（碱）洗、粗化、硫酸阳极处理、磷酸化学抛光废水处

理污泥，铝电解电容器用铝电极箔化学腐蚀、非硼酸系

化成液化成废水处理污泥，铝材挤压加工模具碱洗（煲

模）废水处理污泥，碳钢酸洗除锈废水处理污泥）

336-066-17 镀层剥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069-17 使用铬酸镀铬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336-100-17

使用铬酸进行阳极氧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336-101-17

使用铬酸进行塑料表面粗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

处理污泥

HW21 含铬

废物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138-21

以重铬酸钠和浓硫酸为原料生产铬酸酐过程中产生的

含铬废液

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336-100-21

使用铬酸进行阳极氧化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水处理

污泥

HW22 含铜

废物

玻璃制造 304-001-22

使用硫酸铜进行敷金属法镀铜产生的废槽液、槽渣和废

水处理污泥

电子元件及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

398-004-22 线路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蚀铜液

398-005-22 使用酸进行铜氧化处理产生的废液和废水处理污泥

398-051-22 铜板蚀刻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和废水处理污泥

HW29 含汞

废物
合成材料制造 265-003-29 电石乙炔法生产氯乙烯单体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HW31 含铅

废物

电子元件及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
398-052-31 线路板制造过程中电镀铅锡合金产生的废液

非特定行业 900-052-31

废铅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铅板、废

铅膏和酸液

HW32 无机

氟化物废
非特定行业 900-026-32 使用氢氟酸进行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



物

HW33 无机

氰化物废

物

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336-104-33 使用氰化物进行浸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液

非特定行业

900-027-33

使用氰化物进行表面硬化、碱性除油、电解除油产生的

废物

900-028-33 使用氰化物剥落金属镀层产生的废物

900-029-33 使用氰化物和双氧水进行化学抛光产生的废物

HW34 废酸

精炼石油产品制

造
251-014-34 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废酸及酸泥

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品制

造

264-013-34 硫酸法生产钛白粉（二氧化钛）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57-34

硫酸和亚硫酸、盐酸、氢氟酸、磷酸和亚磷酸、硝酸和

亚硝酸等的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及酸渣

261-058-34 卤素和卤素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钢压延加工 313-001-34 钢的精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性洗液

金属表面处理及

热处理加工
336-105-34 青铜生产过程中浸酸工序产生的废酸液

电子元件及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

398-005-34

使用酸进行电解除油、酸蚀、活化前表面敏化、催化、

浸亮产生的废酸液

398-006-34 使用硝酸进行钻孔蚀胶处理产生的废酸液



398-007-34

液晶显示板或集成电路板的生产过程中使用酸浸蚀剂

进行氧化物浸蚀产生的废酸液

非特定行业

900-300-34 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

900-301-34 使用硫酸进行酸性碳化产生的废酸液

900-302-34 使用硫酸进行酸蚀产生的废酸液

900-303-34 使用磷酸进行磷化产生的废酸液

900-304-34 使用酸进行电解除油、金属表面敏化产生的废酸液

900-305-34

使用硝酸剥落不合格镀层及挂架金属镀层产生的废酸

液

900-306-34 使用硝酸进行钝化产生的废酸液

900-307-34 使用酸进行电解抛光处理产生的废酸液

900-308-34 使用酸进行催化（化学镀）产生的废酸液

900-349-34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

淘汰、伪劣的强酸性擦洗粉、清洁剂、污迹去除剂以及

其他强酸性废酸液和酸渣

HW35 废碱

精炼石油产品制

造
251-015-35 石油炼制过程产生的废碱液和碱渣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59-35

氢氧化钙、氨水、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的生产、配制

中产生的废碱液、固态碱和碱渣

毛皮鞣制及制品

加工
193-003-35 使用氢氧化钙、硫化钠进行浸灰产生的废碱液



纸浆制造 221-002-35 碱法制浆过程中蒸煮制浆产生的废碱液

非特定行业

900-350-35 使用氢氧化钠进行煮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

900-351-35 使用氢氧化钠进行丝光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

900-352-35 使用碱进行清洗产生的废碱液

900-353-35

使用碱进行清洗除蜡、碱性除油、电解除油产生的废碱

液

900-354-35 使用碱进行电镀阻挡层或抗蚀层的脱除产生的废碱液

900-355-35 使用碱进行氧化膜浸蚀产生的废碱液

900-356-35 使用碱溶液进行碱性清洗、图形显影产生的废碱液

900-399-35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

淘汰、伪劣的强碱性擦洗粉、清洁剂、污迹去除剂以及

其他强碱性废碱液、固态碱和碱渣

HW37 有机

磷化合物

废物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61-37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

反应残余物

261-062-37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

废过滤吸附介质

261-063-37

除农药以外其他有机磷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

非特定行业 900-033-37 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磷酸酯抗燃油

HW38 有机

氰化物废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64-38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废水汽提器塔底的残余物

261-065-38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乙腈蒸馏塔底的残余物



物 261-066-38 丙烯腈生产过程中乙腈精制塔底的残余物

261-067-38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和反应残余物

261-068-38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催化、精馏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

催化剂、釜底残余物和过滤介质

261-069-38 有机氰化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261-140-38

废腈纶高温高压水解生产聚丙烯腈-铵盐过程中产生的

过滤残渣

HW39 含酚

废物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70-39

酚及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和反应残余

物

261-071-39

酚及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过滤吸附介质、废

催化剂、精馏残余物

HW40 含醚

废物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72-40

醚及醚类化合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醚类残液、反应残余

物、废水处理污泥（不包括废水生化处理污泥）

HW45 含有

机卤化物

废物

基础化学原料制

造

261-078-45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废气净化产生的废液

261-079-45

乙烯溴化法生产二溴乙烯过程中产品精制产生的废吸

附剂

261-080-45

芳烃及其衍生物氯代反应过程中氯气和盐酸回收工艺

产生的废液和废吸附剂

261-081-45 芳烃及其衍生物氯代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

261-082-45 氯乙烷生产过程中的塔底残余物

261-084-45 其他有机卤化物的生产过程（不包括卤化前的生产工



段）中产生的残液、废过滤吸附介质、反应残余物、废

水处理污泥、废催化剂（不包括上述 HW04、HW06、H

W11、HW12、HW13、HW39 类别的废物）

261-085-45

其他有机卤化物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淘汰、废

弃的产品（不包括上述 HW06、HW39 类别的废物）

261-086-45

石墨作阳极隔膜法生产氯气和烧碱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

HW48 有色

金属采选

和冶炼废

物

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

321-024-48

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

生的铝灰渣，以及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321-026-48

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及铝锭重熔、精炼、合

金化、铸造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程产

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321-034-48

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铝冶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包括：再生铝熔炼烟气、铝液

熔体净化、除杂、合金化、铸造烟气）处理集（除）尘

装置收集的粉尘

HW49 其他

废物

石墨及其他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
309-001-49 多晶硅生产过程中废弃的三氯化硅及四氯化硅

非特定行业 900-999-49

被所有者申报废弃的，或未申报废弃但被非法排放、倾

倒、利用、处置的，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且需

要销毁的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不含

该目录中仅具有“加压气体物理危险性的危险化学品）



HW50 废催

化剂

农药制造 263-013-50 化学合成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
271-006-50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兽用药品制造 275-009-50 兽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催化剂

非特定行业 900-048-50 废液体催化剂

附件 2 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管单位清单（XX 市）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危险废物代码

（8 位）
危险废物俗称 危险废物产生环节工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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