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115484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化学品空桶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0.35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散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天那水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587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122021115497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墨 废物类别 HW12 废物代码 900-253-12

废物特性 毒性  ,  易燃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1.6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桶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油墨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6166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2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115511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污碎布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2.3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矿物油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2.3816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3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115534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活性炭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39-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有机物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9325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4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132021115822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胶水 废物类别 HW13 废物代码 265-103-13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0.0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胶水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0073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5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082021115836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机油 废物类别 HW08 废物代码 900-214-08

废物特性 毒性  ,  易燃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0.03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桶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矿物油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0155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6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115908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办公用品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4-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0.0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箱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荧光粉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南坑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81108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  填埋 确认废物数量 0.00068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13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13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7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116141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惠州市鑫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853669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惠州市江北金泽国际物流园      A2      栋      103  、  122      档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水处理污泥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6-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2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颜料、活性炭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南坑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根伟 运输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车(船)型 厢式车 牌号 粤      L53377 道路运输证号 441300240054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81108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3      月      19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  填埋 确认废物数量 1.54882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更新时间：2021年 04月 07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8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122021314820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处理剂 废物类别 HW12 废物代码 264-013-12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0.05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桶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染料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0527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9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122021314883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墨 废物类别 HW12 废物代码 900-253-12

废物特性 毒性  ,  易燃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1.26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桶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油墨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2988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0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314937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活性炭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39-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94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有机物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9442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1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314982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化学品空桶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0.73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散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天那水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2911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2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315029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污碎布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16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矿物油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2644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3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315088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办公用品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4-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0.0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箱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荧光粉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南坑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81108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  填埋 确认废物数量 0.0081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4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315170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水处理污泥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6-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颜料、活性炭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南坑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薛年元 运输日期 2021      年      06      月      1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粤      L64656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0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81108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  填埋 确认废物数量 0.6907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更新时间：2021年 07月 0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5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568300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化学品空桶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37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散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天那水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志海 运输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赣      C3N438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0.4773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更新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6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568304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活性炭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39-49

废物特性 毒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76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有机物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志海 运输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赣      C3N438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7627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更新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7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122021568307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墨 废物类别 HW12 废物代码 900-253-12

废物特性 毒性  ,  易燃性 形态 液态 计划数量 1.23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桶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油墨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志海 运输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赣      C3N438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3961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更新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8  —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编号：4414492021568311

第一部分：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电话 07533237551

通讯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兴宁市华丰工业园      B      栋北面二  /  三楼

运输单位 广东赛野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0752-229953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办事处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中粤通物流园      A5-A7      号

接收单位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 0752-8964161  、  8964100

通讯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屋寮南坑

废物名称 废油污碎布 废物类别 HW49 废物代码 900-041-49

废物特性 毒性  ,  感染性 形态 固态 计划数量 1.1      吨

外运目的 处置 包装方式 袋装 容器数量

主要危险成分 矿物油 禁忌与应急措施

发运人 張建偉 运达地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石

屋寮林场
计划转移时间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备    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第一承运人 李志海 运输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车(船)型 重型厢式货车 牌号 赣      C3N438 道路运输证号 441 300 206 985

运输起点 兴宁市新昌鞋业有限公司 经由地 惠州市

运输终点 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运输人签字

第二承运人 运输日期

车(船)型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单位填写

经营许可证号 441323160831 接收人 姜实政 接受日期 2021      年      09      月      27      日

废物处置方式 D10-  焚烧 确认废物数量 1.1239      吨

备    注

说    明

该联单由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生成。

联单流程首次完结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更新时间：2021年 10月 12日。

联单性质：非补录;有效;常规转移

—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