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2021321090008889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一．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扬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电话  18652508773               

通讯地址  臨江路 180號                                          邮编  225009                  

运输单位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15190428422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政泰大夏 A5栋 6层                                          邮编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电话  18652762388              

通讯地址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邮编  225604                      

废物名称  废空桶                             类别编号  HW49(900-041-49)                      数量  0.5725吨               

废物特性  易燃性                                         形态  固态,固态                 包装方式  包装袋(塑料,数量  10 )                      

外运目的： 中转贮存 □           利用 □           处理 □         处置 

主要危险成分  基础油、添加剂、杂质                                                                         

禁忌与应急措施  消防沙、灭火器、消火栓                                                                        

应急设备  消防沙、灭火器、消火栓                                                                                

发运人  林俞宏 运达地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转移时间  2021-12-02             

二．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第一承运人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时间  2021-12-02                   

车（船）型  汽车              牌号 苏 NCC028                   道路运输证号  宿 321311301956                 

运输起点  扬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经由地  江都             运输终点  扬州市高邮市                  运输人签字  范文松     

第二承运人  　　/                                             运输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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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废物接受单位填写

接受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  JS1084OOI575-2                        

接受人  徐鼎钧               接受日期  2021-12-03                           签收量  0.5725吨                 

废物处置方式 利用 □     贮存 □     焚烧      安全填埋 □     其他 □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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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1321090008889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一．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扬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电话  18652508773               

通讯地址  臨江路 180號                                          邮编  225009                  

运输单位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15190428422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政泰大夏 A5栋 6层                                          邮编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电话  18652762388              

通讯地址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邮编  225604                      

废物名称  含乳化液废渣                             类别编号  HW09(900-007-09)                      数量  0.1316吨               

废物特性  腐蚀性,感染性,反应性                                         形态  半固体,半固

体                 

包装方式  包装桶(塑料,数量  2 )                      

外运目的： 中转贮存 □           利用 □           处理 □         处置 

主要危险成分  乳化劑(90%)                                                                         

禁忌与应急措施  容器必须盖紧                                                                        

应急设备  灭火器                                                                                

发运人  林俞宏 运达地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转移时间  2021-12-02             

二．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第一承运人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时间  2021-12-02                   

车（船）型  汽车              牌号 苏 NCC028                   道路运输证号  宿 321311301956                 

运输起点  扬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经由地  江都             运输终点  扬州市高邮市                  运输人签字  范文松     

第二承运人  　　/                                             运输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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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废物接受单位填写

接受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  JS1084OOI575-2                        

接受人  徐鼎钧               接受日期  2021-12-03                           签收量  0.1316吨                 

废物处置方式 利用 □     贮存 □     焚烧      安全填埋 □     其他 □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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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1321090008889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一．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扬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电话  18652508773               

通讯地址  臨江路 180號                                          邮编  225009                  

运输单位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15190428422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政泰大夏 A5栋 6层                                          邮编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电话  18652762388              

通讯地址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邮编  225604                      

废物名称  废油                             类别编号  HW08(900-249-08)                      数量  4.059吨               

废物特性  易燃性                                         形态  液态,液态                 包装方式  包装桶(金属,数量  20 )                      

外运目的： 中转贮存 □           利用 □           处理 □         处置 

主要危险成分  油(90%)                                                                         

禁忌与应急措施  灭火器、消防黄沙、防火毯                                                                        

应急设备  灭火器、消防黄沙、防火毯                                                                                

发运人  林俞宏 运达地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转移时间  2021-12-02             

二．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第一承运人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时间  2021-12-02                   

车（船）型  汽车              牌号 苏 NCC028                   道路运输证号  宿 321311301956                 

运输起点  扬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经由地  江都             运输终点  扬州市高邮市                  运输人签字  范文松     

第二承运人  　　/                                             运输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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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废物接受单位填写

接受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  JS1084OOI575-2                        

接受人  徐鼎钧               接受日期  2021-12-03                           签收量  4.059吨                 

废物处置方式 利用 □     贮存 □     焚烧      安全填埋 □     其他 □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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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1321090008889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一．废物产生单位填写

产生单位  扬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电话  18652508773               

通讯地址  臨江路 180號                                          邮编  225009                  

运输单位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  15190428422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政泰大夏 A5栋 6层                                          邮编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电话  18652762388              

通讯地址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邮编  225604                      

废物名称  蚀刻废液                             类别编号  HW06(900-404-06)                      数量  0.028吨               

废物特性  易燃性,反应性,毒性,

腐蚀性,感染性                                         

形态  液态,液态                 包装方式  包装桶(塑料,数量  1 )                      

外运目的： 中转贮存 □           利用 □           处理 □         处置 

主要危险成分  三氯化铁                                                                         

禁忌与应急措施  .容器必须盖紧。                                                                        

应急设备  灭火器                                                                                

发运人  林俞宏 运达地  高邮市龙虬镇环保产业园                      转移时间  2021-12-02             

二．废物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第一承运人  江苏金豫港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时间  2021-12-02                   

车（船）型  汽车              牌号 苏 NCC028                   道路运输证号  宿 321311301956                 

运输起点  扬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经由地  江都             运输终点  扬州市高邮市                  运输人签字  范文松     

第二承运人  　　/                                             运输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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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废物接受单位填写

接受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受。

接受单位  江苏永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经营许可证号  JS1084OOI575-2                        

接受人  徐鼎钧               接受日期  2021-12-03                           签收量  0.028吨                 

废物处置方式 利用 □     贮存 □     焚烧      安全填埋 □     其他 □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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