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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国办发

〔2007〕37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苏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07]125 号)，结合南通市实际情况，制订本实

施方案。 

1、普查工作目标 

全面掌握南通市各类污染源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要

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

息数据库，为建立新的“十二五”环境统计平台创造条件，为污染源的

管理奠定基础。通过对详实的污染源普查信息深加工，形成有价值的成

果报告，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提供依据。通过普

查工作的宣传与实施，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 

 

2、普查标准时点 

普查标准时点为 2007 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07 年度。 

 

3、普查对象和范围 

污染源普查对象为南通市境内有污染物排放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范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

设施和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3.1  工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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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二产业中除建筑业外的 39个行业中的所有

产业活动单位。 

普查对象分重点污染源和一般污染源（见附表 1）。 

重点污染源为: 

（1）11个重污染行业中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2）16个重点行业中规模以上企业； 

（3）有重金属、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排放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一般污染源是指除重点污染源以外的工业企业。 

3.2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1）城镇污水处理厂； 

（2）垃圾处理（置）厂（场）场； 

（3）危险废物处置厂。 

3.3  生活源 

（1）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源； 

（2）具有独立燃烧设施的机关事业单位； 

（3）民用核技术利用和大型电磁辐射设施使用单位； 

（4）第三产业中有污染物排放的单位； 

（5）机动车污染源。 

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源普查以城市市区、县城、建制镇为单位（不包

括村庄和集镇）进行生活能耗量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量的调查。 

第三产业主要普查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宿业（≥20 张床位）、餐饮业

（≥30 个座位）、洗浴服务业（≥20 个衣柜）、医院（≥20张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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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维修和保养业（经营面积≥30平方米）和其他服务业（包括：规模

≥40 千克容量的洗染服务业、≥5 个座位的理发服务业、≥5 张床位的

美容/保健业、具有扩印设备的摄影扩印业等）。 

机动车污染源以一市六县(市)为单位调查其排气污染情况等。 

3.4  农业源 

主要普查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对象为

分散农户、专业户、养殖场和农场。 

种植业，分散农户和小农场（耕地面积＜1 万亩）抽查 0.4%，规模

化农场（耕地面积≥1 万亩）每个农场选 6-10 代表地块进行调查。 

畜禽养殖业，以人工饲养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折合猪出栏数≥100

头）和养殖专业户（折合猪出栏数≥50 头）为调查对象。 

水产养殖业主要以淡水及近海滩涂规模化养殖场(养殖面积≥20 亩)

为重点普查对象，养殖专业户(养殖面积≥5 亩)抽查 50%。 

 

4、普查内容 

4.1、工业源 

（1）企业基本登记信息及其它相关情况，包括企业性质、经济规模、

排污口情况、排水去向等； 

（2）原材料消耗情况，包括水的使用和消耗量，能源结构和消耗量，

燃料含硫量，主要有毒有害原辅材料消耗量等； 

（3）产品生产情况，包括企业主要产品的种类、产量等； 

（4）产生污染的设施情况，包括锅炉、窑炉等设施，产生废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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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废物的设施，以及这些设施的种类、数量和规模；  

（5）各类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和综合利用情况，各类污染防治

设施建设、运行及投入情况等； 

（6）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包括监测点位、时间、频次，污染物种

类和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7）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情况，包括设备套数、监测项目和在线监

测运行情况、监测浓度、监测流量等。 

4.2、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设施基本情况和运行状况，污染物的处理处置情况，渗滤液、污泥、

焚烧残渣和废气的产生、处置及利用情况等。 

4.3、生活源 

（1）第三产业的单位的基本情况，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治理情况； 

（2）城镇生活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生活用水量、排水量及污染

物排放情况，生活垃圾排放量等； 

（3）以一市六县（市）为单位的机动车（包括农用机械）污染物排

放情况。 

4.4、农业源 

（1）种植业，主要针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作物的主要产区

开展用水、排水情况，肥料、农药施用情况，农膜使用和秸秆处理情况

及污染物流失情况的调查； 

（2）畜禽养殖业，主要调查猪、牛（包括：奶牛、肉牛）、家禽（包括：

蛋鸡、肉鸡等）养殖规模等基本信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投入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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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养殖过程中畜禽粪便和污水产、排、处理情况； 

（3）水产养殖业，主要普查鱼、虾、贝、蟹等在规模养殖条件下饵

料、鱼药、肥料等投入使用情况及污染物的产生情况。 

 

5、普查的主要污染物种类 

按照全面普查、突出重点的原则，本次污染源普查的污染物种类为

对环境影响较大、对污染防治具有普遍意义的污染物。 

5.1 废水 

十项基本项：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汞、镉、铅、

砷、六价铬、氰化物。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

料制造业废水中增加五日生化需氧量；城镇污水处理厂增加总磷、总氮、

五日生化需氧量。 

5.2 废气 

四项基本项：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电解铝、水

泥、陶瓷、磨砂玻璃行业废气中增加氟化物；机动车污染源增加一氧化

碳和碳氢化合物。 

5.3 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分类调查）、冶炼废渣、粉煤灰、

炉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渣等类别。 

5.4 治理设施 

脱硫设施产生的石膏、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和危险废物焚烧的残渣等。 

5.5 核与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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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放射性矿物开发利用和民用核技术利用企业产生的放射性污染

物，放射源。 

5.6 农业源 

（1）种植业：地表径流包括总磷、可溶磷、总氮、硝态氮、铵态氮

以及毒性高、用量大、难降解的农药；地下淋溶包括总氮、硝态氮、铵

态氮、农药；地膜残留量等。 

（2）畜禽养殖业：污水包括化学需氧量、铵态氮、总磷、总氮、铜、

锌、pH 等；固体废物包括含水率、总磷、总氮、铜、锌等。 

（3）水产养殖业：养殖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铵态氮、

硝态氮、铜、锌等。 

 

6、普查的组织实施 

6.1  普查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各方参与。 

6.2  组织机构 

市、县、区人民政府要设立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

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规定和要求，领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

污染源普查工作。 

市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由环保、农业、渔业

等专业组组成，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污染源普查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1） 拟订全市污染源普查方案，充分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经市

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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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法规规章； 

（3） 组织制定污染源普查相关的实施方案、工作计划； 

（4） 会同宣传部门，组织开展全市污染源普查的宣传活动； 

（5）“按分级实施、分工协作、属地清查”的原则，指导和督促区、

县（市）单位清查； 

（6）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污染源普查指导员的业务培训； 

（7） 负责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和验收评比； 

（8） 负责全市污染源普查数据的质量抽查和会审工作； 

（9） 负责污染源普查报告编写和组织普查成果的开发应用； 

（10） 承办污染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普查中可根据工作需要，向社会聘用或从有关单位借调人员协助普

查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及有普查任务的

政府职能部门，都应广泛动员和组织人员积极参与并认真做好污染源普

查工作。 

6.3  部门分工 

按照国务院《条例》、《通知》和《普查方案》及省《普查实施方案》，

在市普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确保污染源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宣传部——负责组织污染源普查的新闻宣传工作，配合相关部门筹

办新闻发布会，组织协调有关宣传活动； 

统计局——会同环保局开展普查业务指导、做好数据统计和分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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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财政局——负责普查经费预算审核、安排和拨付，并监督经费使用

情况； 

环保局——负责工业源、生活源和集中污染治理设施的普查，全市

普查数据的质量抽查和会审； 

农业局——负责种植业和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源普查； 

渔业局——负责水产养殖业的污染源普查； 

公安局、交通局——配合做好机动车排污的普查及相关普查成果的

分析、应用； 

建设局——参与生活源普查，会同环保部门负责城镇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处理厂（场）普查； 

卫生局、城管局——会同环保部门做好第三产业的污染源普查； 

农机局——负责农机排污的普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工作； 

工商局、质检局、民政局、税务局、编办——负责提供本单位审批

或登记的单位资料，并协助“普查办”做好单位清查工作； 

发改委、经贸委——配合做好工业源的普查及污染源普查成果的分

析、应用；  

6.4  工作进度安排 

(1)  准备试点阶段（2007年） 

成立机构，落实经费，开展宣传，进行组织动员；制订普查方案和

各类技术文件，选聘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开展重点污染源监测，建立

数据库与软件应用平台，组织填报试点与清查摸底，开展普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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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面普查阶段（2008年） 

各级普查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排污企业和单位进行普查

表的填报，完成填报数据的审核、录入工作，建立污染源档案；县（市）、

区普查办进行指导、审查，市普查办审定、汇总、上报。 

各级普查办公室对汇总数据进行校核、加工、分析,形成总体报告。 

(3)  总结发布阶段（2009年） 

建立市级污染源数据库，开发利用普查成果，总结验收普查工作，

开展自下而上的验收和评比并进行表彰。 

 

6.5  普查技术路线 

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和技术要求，按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第一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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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阶段 

 

 

 

 

 

 

 

 

 

 

 

 

 

 

 

 

 

 

 

 

 

 

 

 

 

 

 

 

 

 

 

 

 

 

市、县（市）、区成立普查工作办公室或工作小组（环保局牵头） 

 

 

 

市、县（市）区成立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部门分工（政府牵头） 

审议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经费预算报告（普查领导小组成员） 

召开全市普查工作动员会（普查领导小组）、宣传动员（宣传部牵头） 

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经费预算报告（普查办拟定） 

 
 

人员培训、外出调研 

完善普查前期准备工作，迎接全面普查工作开展 

 

召开县（市）、区、部门普查工作动员会、宣传动员(地方、部门领导)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招聘、信息传输系统建立 

 

初步清查普查对象（统计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税务局、卫生局、

公安局配合）、测算普查员、收集普查文件、市场调研（普查办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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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普查阶段 

 

 

 

 

 

 

 

 

 

 

 

 

 

 

 

 

 

 

 

 

（3） 排污量核算 

采取现场监测与排污系数及物料衡算相结合，技术手段与统计手段

相结合，省、市级指导、地方调查和企业自报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①  工业源和集中污染治理设施 

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和集中污染治理设施要进行详细调查，每个

企业都要进行现场监测，采用实际监测法、产排污系数法及物料衡算法

三者结合，按照规定程序核定污染源排放量。 

分类核查普查对象，建立普查对象名录，落实单位联系人。 

 

普查对象填表，普查员讲解和指导 

分类人工审核普查表（做好审核记录） 

合格的普查表进行数据处理、录入；不合格的普查表重填 

 

计算机自动审核和汇总普查数据 

人工再次审核 

 

合格，上报上级普查办，不合格，重新数据处理、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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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工业污染源为简单调查，主要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测算排污量。 

②  生活源 

第三产业通过入户对基本情况深入调查，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测算污

染物排放量。 

居民生活污染调查根据统计人口、生活用水量、能源结构和消耗量，

通过排污系数测算污染物的排放量。 

机动车尾气排污量根据在用车拥有辆，结合分类抽样监测与排污系

数测算的方法核定污染物排放量。 

③  农业源 

采用面上调查和分类抽样实地监测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全国农业普

查结果和有关农业统计资料，测算农业面源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情况。 

7、保障与措施 

7.1  组织保障 

建立市、县、区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成立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抽调公职人员成立普查工作小组，广

泛动员和组织社区、村办力量积极参与，并做好区域污染源普查工作 

普查机构要建立质量控制岗位责任制，对普查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质量控

制和检查验收。要建立普查信息联络网，指定一名专(兼)职信息联络员，

确保普查信息上传下达。 

7.2  经费保障 

污染源普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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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完成该项工作，需要经费保障。 

各级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普查工作和方案编制普查总体经费预

算和分年度经费使用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 

普查所需工作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地方人民政府应将污染源普查

所需经费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2008 年和 2009 年普查经费列入各

相关部门年度预算，按时拨付，足额到位，2007 年普查经费由各级财政

给予追加。 

普查经费主要用于：普查的组织与实施，重点污染源和典型区域抽

样监测，入户调查和现场核查，普查员和指导员的培训与聘用，计算机

购置和数据库运行维护，宣传报导，普查资料购置，普查文件和报告编

制，验收和表彰，普查人员劳务费等。 

污染源普查经费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控制支出。 

7.3  人员保障 

本次全国性污染源普查，涉及范畴广，普查对象多，技术难度大，

质量要求高，工作任务重，时间要求紧。为了确保污染源普查工作顺利

完成，需要组建一支较高素质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队伍。各级污染源

普查机构要依据“国污普办”制定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工作细则》，在 2007 年底前认真、细致地做好普查员和普查

指导员的选聘和培训工作。 

普查员和指导员数量配备原则 

(1) 每 10个重点工业污染源(包括集中污染治理设施)配备 2名普查员； 

(2) 每 40 个一般工业污染源 2 名普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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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 60 个农业污染源或 10 个行政村配备 2 名普查员； 

(4) 每 80 个生活污染源配备 2 名普查员。 

每 10名普查员一般配备 1 名普查指导员。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原则上由专业或公职人员担任。 

重点工业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农业污染源的普查员和普

查指导员，主要从各级环保、农业（畜牧、渔业）、统计系统内部抽调。 

一般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可以从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干部和教师、大中专在校学生和未就业

的大中专毕业生中选聘，也可以临时从社会招聘及其他适合本地情况的

途径选聘。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都要严格经过培训，持证上岗。市普查办组织

县（市）、区普查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县（市）、区普查办负责本辖区内

的普查员的培训工作，力争所有普查工作人员都经过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是：污染源普查方案的内容，普查范围和主要污染物，

普查技术路线，普查方法，各类普查表格和指标的解释、填报方法，普

查数据录入软件的使用，数据库的管理和普查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7.4  宣传保障 

各级普查工作办公室要会同宣传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深入开

展污染源普查的宣传工作，根据普查不同阶段宣传的重点，精心策划，

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确保宣传效果。 

2007 年,普查工作准备阶段，重点宣传普查工作的目的意义、普查

对象内容、普查的时间方法，鼓励社会各阶层关心和参与普查，为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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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008 年,全面普查阶段，宣传国家《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次普

查要求，及时报道各地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宣传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

对存在的问题适时予以曝光, 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教育普查对象

遵纪守法，促进基础数据填报真实可靠。 

2009年，普查工作总结验收阶段，以宣传普查工作成就为载体，利

用普查成果反映环境保护工作的问题和成就，让群众认知环保，引导全

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7.5  技术保障 

地方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建立污染源普

查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设立专门的质量控制岗位，并对污染源普查实

施中的每个环节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 

市、县（市）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污染源普查数据的质

量核查工作，在各主要环节，按一定比例抽样检查。数据质量达不到规

定要求的，必须重新调查。 

所有污染源普查对象都必须按时、如实填报普查数据，确保基础数

据真实可靠，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或伪造、篡改普查资料的，应

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法律或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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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重点污染源及一般污染源普查对象 

重  

点  

污  

染  

源  

①有重金属、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排放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②以下 11 个工业行业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造纸及纸制品业（C22） 

农副食品加工业（C1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纺织业（C1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 

食品制造业（C1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C44）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C1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3） 

③以下 16 个工业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饮料制造业（C15） 

医药制造业（C27） 

化学纤维制造业（C2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C0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C0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C2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07） 

通用设备制造业（C3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C08） 

非金属矿采选业（C10）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C1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C46） 

金属制品业（C34） 

专用设备制造业（C36）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C40） 

一

般

污

染

源  

①上述 16 个工业行业中规模以下企业 

②以下 12 个工业行业中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其他采矿业（C11） 

烟草制品业（C16） 

家具制造业（C2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C2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C24） 

橡胶制品业（C29） 

塑料制品业（C3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C41）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C42）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C4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C45）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