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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试行）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申请单位（签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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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要求

1、本表适用于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核申请。

2、必须按表后的“填写说明”如实规范填写。

3、提交本表一式三份，每份需加盖公章，同时交有管辖权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

4、相关部门应对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表有关信息进行核实。

5、如有不明事项，请咨询有设置审核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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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入河排污口排放

位置

所在行政区域： 省 市 县 乡镇（街道） 村 （社区）

排入水体名称：

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

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

经度： 纬度：

设置审核类型 新建 改建 扩大 其他

建成时间
入河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其他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 , S= m2

方形截面：L×B= m× m , S= 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申请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年污水排放量（t）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t）

COD

NH3-N

总氮

总磷

特征污染物

入河排污口分类 排污单位信息

工矿企业、规

模化畜禽养

殖场及养殖

小区、规模化

水产养殖排

污口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息

代码

单位性质 废水类型

行业类别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废水处理工艺

取用水量（万 t/

年）

废水年排放量

（万 t）

废水日排放量（t） 排放限值

排放标准名称

厂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年污水排放（t）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

（t）

园区污水处

理厂、城镇污

水处理厂

（站）排污口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息

代码

单位性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服务人口（万

人）

服务对象及面积

（km2）

工业企业废水

类型

收水范围内工业 废水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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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业类别 （万 t）

废水日排放量（t） 排放限值

排放标准名称

厂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年污水排放（t）
年污染物排放总量

（t）

园区污水处

理厂填写本

项内容

排污单位（须逐一填写园区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的所有排污单

位名称、排污许可证编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理由：

重点简述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排污单位-排污管线-入河排污口-受纳水体排污走向图：

（标明和下游最近的国、省或市考断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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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单位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排污口所在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单位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相关部门意见

单位签章： 主管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 13 —

填写说明

1.“入河排污口名称”“入河排污口编码”：现有入河排污口可咨询有设置审核

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填写，新建入河排污口可暂不填

写，由有设置审核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设置后补充填写。

2.“所在行政区域”：应准确到所在的村或街道。

3.“排入水体名称”：填写入河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河流（含运河、沟、渠等）、

湖泊、水库名称，优先使用河湖名录中的名称。

4.“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及水质目标”“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可咨询有设

置审核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填写。

5.“设置审核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其中“其他”包括①本通知发布前，

已建成但无审核或登记手续的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

处理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规模化水产养殖入河排污口，经排查整治及

设置审核论证后确需保留的填“补办设置审核”；②已获得“准予设置入河排污口决

定书”但尚未建设完成，建设方案中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入河方式、排

污能力等内容发生变化的入河排污口填“重新设置审核”；③自批准之日起 3年内未

实施的入河排污口填“重新设置审核”。

6.“建成时间”：新建入河排污口无需填写，改建、扩大入河排污口填写实际建

成时间，时间点不明确的填写“不详”，时间精确到“月”。

7.“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在后面提示栏中划“√”，“入河方式”勾选“其

他”的，须填写具体的入河方式。

8.“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入河排污口为圆形截面的，填写直径 d和截面面积

S；入河排污口为方形截面的，填写边长 L和 B以及截面面积 S；入河排污口为其他形

状截面的，填写截面面积 S。

9.“申请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单位填写要

通过入河排污口排放的本单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有在

线监测设施的依据在线数据填报；无在线监测设施的采用人工监测数据填报。在人工

监测过程中，对于入河排污口连续稳定排放废污水的，可以通过监测瞬时流量计算全

年排放量；对于季节性、间断排放等无规律的入河排污口根据实际排放时间和流量计

算全年排放量。

10.“单位名称”“法人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多证合一”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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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的内容填写。

11.“详细地址”：详细填写到门牌号。

12.“单位性质”：填写企业、事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政府，企业进一步区

分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民

营企业。

13.“行业主管部门”：填写行业主管部门名称。

14.“行业类别”：按照 GB/T 4754-2017，填写四位代码和类别名称，例如“1512

白酒制造”。

15.“废水类型”：按工业企业的产品和加工对象分类填写，如治金废水、造纸

废水、炼焦煤气废水、金属酸洗废水、化学肥料废水、纺织印染废水、染料废水、制

革废水、农药废水、电站废水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为畜禽养殖废水；规

模化水产养殖为水产养殖废水。

16.“取用水量”：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填一年取用的新鲜水量；通过自来水

公司或水库供水的填一年从供水单位获取的用水量。

17.“废水处理工艺”：填写实际使用的处理工艺名称，不同工艺串联的以“+”

填写连接。

18.“废水日排放量”：填写日排放量的年均值，采用流量计在线监测的，以流

量的年累加值除以实际排水的天数；采用人工监测的，利用流量监测的算术平均值进

行折算。

19.“废水年排放量”：采用流量计在线监测的，以流量的年累加值计；采用人

工监测的，以日排放量乘以排放天数。

20.“排放标准名称”“排放限值”：填写尾水排放执行的排放标准名称和排放

限值级别，例如排放标准名称为“《纺织染整工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

排放限值为“表 3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直接排放）”。

21.“厂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申请单位填写本

单位厂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及水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有在线监测设施的依据在

线数据填报；无在线监测设施的采用人工监测数据填报。国家或行业排放标准规定的

污染物项目均需如实填报。

22.“服务对象及面积”：城镇污水处理厂（站）填写“四至”范围及面积，居

民小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填写服务小区的名称及面积，园区污水处理厂填写服务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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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名称及面积。

23.“服务人口”：填写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

24.“收水范围内工业企业行业类别”“工业企业废水类型”：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服务范围内有工业废水排入的应如实填写。

25.“排污单位-排污管线-入河排污口-受纳水体排污走向图”：要求宜采用

AutoCAD 软件绘制或 JPG 格式图片，采用 JPG 格式图片的，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图

应包括排污单位、入河排污口及受纳水体的位置及排污管线走向，管线路图上需标明

长度信息，示意图须标明指北针。

26.“申请理由”：应简述项目由来、项目依据、主要产品和产量、必要性，符

合法律法规等情况。

27.经纬度采用十进制小数点后 6位数的精度要求（例：117.423033，36.965283）。

28.提交申报书时，填报要求和填报说明内容不必附后。申请书一律采用 A4 纸正

反面打印，审核意见一栏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减和调整。

29.相关部门（水利部门或河道管理机构）意见签字盖章可另附单独页，附件文

体不限，只要能说明该部门同意入河排污口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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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编制提纲

1 总则

1.1 论证目的

1.2 论证原则及依据

1.3 论证范围

1.4 论证工作程序

1.5 论证的主要内容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2.2 项目所在区域概况

2.3 项目建设依据及必要性

3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现状及接纳污水状况

3.1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现状

3.2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接纳污水状况

4 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

4.1 相关规划区划对入河排污口设置的要求

4.2 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及与相关规划区划的符合性

5 入河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和总量

5.1 入河排污口废污水来源、构成

5.2 入河排污口废污水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和总量

6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域水质和水生态的影响

6.1 水域水质、水生态保护要求

6.2 水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6.3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质的影响

6.4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生态的影响

7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权益的影响分析

7.1 主要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以及第三方取用水对入河排污口设

置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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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或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对水源地的污

染风险

7.3 非正常工况排污对水功能区的影响及处置措施和对策

7.4 对防洪、供水、堤防安全、河势稳定的影响

8 水质保护措施及效果分析

8.1 水质保护措施

8.2 水质保护措施实施效果分析

9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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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编制要求

1 论证范围

1.1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范围应根据其影响范围和程度确定。受入河

排污口设置影响的主要水域和其影响范围内的第三方取、用水户原则上应

纳入论证范围。

1.2 对地表水的影响论证以水功能区为基础单元，论证重点区域为入

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水功能区；涉及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水体、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自然保护地水体等生态敏

感点的，论证范围可不限于上述水功能区。未划分水功能区的水域，入河

排污口排污影响范围内的水域都应为论证范围。

1.3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应绘制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和论证范围示

意图（宜采用 AutoCAD 软件绘制或 JPG 格式图片，采用 JPG 格式图片的，

分别率不低于 300dpi)，并图示建设项目、水功能区、考核断面和重要水

功能区与水生态保护区域。

2 论证程序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工作程序应包括资料收集、现场查勘、补充监测、

影响分析和提出结论建议等具体计划。

3 论证内容

3.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分析

a）对于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主要说明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建、

扩大）、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取用水情况、水量平衡和产污环节、入河

排污口设置和排污情况等；对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小区、规模化水

产养殖入河排污口，主要说明设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大）、畜禽、

水产的品种和数量、取用水情况、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排污情况等。

b）对于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站）排污口，主要

说明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大）、设计处理规模、服务人口、服

务范围、管网情况、进水中工业废水类型及组成情况、入河排污口设置和

排污情况等。

3.2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接纳污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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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入河排污口设置在己有水功能区划水域的，应详细说明入河排污

口所在水功能区和可能影响的水功能区、考核断面水质管理目标与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分析评价水功能区、考核断面水质及污染物排放现状

等基本情况；入河排污口设置在未划分水功能区水域的，应详细说明排污

影响范围内水域现状取水情况，分析评价现状水质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b）入河污口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以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为准。

c）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接纳污水现状调查的具体内容参照 HJ2.3 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以下简称 HJ2.3）附录 B。入河排污口

所在水域水质缺少监测数据的，参照 HJ2.3 附录 C开展补充监测。

3.3 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

主要说明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等工程建设方案，分析论证

入河排污口设置是否符合各级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河湖

泊水功能区划、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城镇排水规划等规划区划。

3.4 入河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和总量

主要说明入河排污口废污水来源、构成、主要污染物种类、排放浓度

和总量等。对于温排水应有温水排放量和温升数据；对于排放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重金属或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应详细论证调查数据。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重金属或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界定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5 水域水质、水生态保护要求，入河污水对水域水质和水生态的影

响

3.5.1 水动力模型及水质模型选择

按照时间分为稳态模型与非稳态模型，按照空间分为零维、一维（包

括纵向一维及垂向一维，纵向一维包括河网模型）、二维（包招平面二维

及立面二维）以及三维模型。按照是否需要采用数值离散方法分为解析解

模型与数值解模型。水动力模型及水质模型的选取根据入河排污口的污染

源特性、受纳水体类型、水力学特征、水环境特点等要求，选取适宜的预

测模型。常用数学模型基本方程及解法参照 HJ2.3 附录 E。

3.5.2 相关考虑因素

a）影响范围论证工作应考虑各水期，尤其是不利水量条件，温排水

应考虑温度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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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水域生态保护的要求，采用直流冷却方式的火力发电，生产

温排水不得排入水库等封闭水体。温排水排入河流水体时，应根据水域生

态保护管理要求，分析温排水等对珍稀水生动植物、鱼类、水体富营养化

等敏感生态问题的影响。

c）入河排污口有典型营养盐类污染物，排入水域为氮磷物质含量较

高，水动力作用较弱和水量调节性能较差的水库（湖泊），以及现状水域

已出现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或有富营养化发展趋势的水域，应针对性地分析

评价排污对敏感水域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

d）入河排污口排水含盐量高的，应针对性地分析评价影响水域盐度

变化及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

3.6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影响分析

a）应重点分析论证排污对上下游水功能区（水域）/考核断面内主要

集中城市生活饮用水水源以及第三方取用水安全的影响，提出入河排污口

设置是否有制约因素。

b）当排污可能产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或有毒有害水污染物

时，应量化分析特征污染物对水源地的污染风险影响。

c）对于重污染和存在退水风险影响的建设项目，应评估非正常工况

下排污对水功能区、考核断面的影响，提出应对风险处置措施和对策。

d）应评估入河排污口设置对防洪、供水、堤防安全、河势稳定的影

响。

3.7 水质保护措施及效果分析

结合水域水质保护要求、入河污水对水域水质和水功能区的影响以及

对第三者的影响分析，说明入河排污口设置所采取的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并对采取措施前后的效果进行分析。

3.8 论证结论

a）入河排污口类型、排放的废污水量、排放污染物浓度和对应的主

要污染物总量。

b）入河排污口口门工程建设要求。

c）对水功能区（水域）/考核断面水质和生态的影响。

d）对第三者权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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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的建议及其合理性。

f）入河排污口排污前污水处理措施及其效果。

g）入河排污口设置最终结论：是否可行；可行的限制条件等。

h）对不能满足要求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应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

方案变更建议并重新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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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入河排污口登记备案信息表

登记单位（加盖公章） 详细地址

登记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入河排污口登记时间 入河排污口类型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排放方式
连续

入河方式

明渠（）、暗管（）

泵站（）、涵闸（）

间歇 潜没（）、其他（）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

排入水体名称：

影响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入河排污口大小

（m2）

污水排放

量（吨/日）

年排放污

水总量（万

吨）

污水是否经过处理 处理方式

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项目名称 排放浓度（mg/L）
排放总量（吨）

日排放总量 年排放总量

COD

NH3-N

总磷

其他重要

指标

排污河道、入河排污口平面位置示意图及入河排污口照片：

（标明和下游最近的国、省或市考断面关系）

备案单位： 公章：

备案人员联系方式（座机或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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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及登记备案清单

序号

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 入河排污口位置信息 水环境信息
备案

时间名称 编码 类型 市 县 乡 村
排 水 量

（m3/a）

主要排

放浓度

(mg/L)

排入

水体

名称

影响断

面名称

注：备案时间统一格式（例 20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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