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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新化学物质首次活动情况报告表

登记证号 登记证类型 □常规登记 □简易登记

活动类型 □首次进口 □首次生产

1.登记证持有人信息

1.1 持有人名称

1.2 国家/地区 1.3 法定代表人

1.4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邮箱

固定电话 手机

2. 代理人信息

2.1 代理人名称 2.2 法定代表人

2.3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邮箱

固定电话 手机

3.首次进口信息

3.1 国内进口单位名称

3.2 入境日期 年 月 日 3.8 产品外包装的照片（含标签）

3.3 入境口岸

3.4 进口量(吨)

3.5 入境商品名称

3.6 货物来源（国家/地

区）

3.7 进口时的包装说明

4.首次生产信息

4.1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4.6 产品外包装的照片

4.2 生产量(吨)

4.3 新化学物质纯度

4.4 产品的上市商品名称

4.5 生产后的包装说明

5.向加工使用方转移信息

5.1 加工使用单位名称 5.2 法定代表人

5.3 行业分类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代码

5.4 登记物质用途分类 门类 子类 用途代码

5.5 实际活动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

市）

市（地区、州、

盟）

县(区、市、

旗)

详细地址

5.6 企业地理位置 经度 ° ′ ″ 纬度 ° ′ ″

5.7 转移日期 年 月 日 5.8 转移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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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预计)到达日期 年 月 日

5.1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邮箱

固定电话 手机

6.向下游用户信息传递情况

6.1 传递登记证号 □是 □否
6.2 传递新化学物

质申请用途
□是 □否

6.3 传递新化学物质环境和

健康危害特性及环境风险

控制措施

□是 □否

6.4 传递登记证上

载明的环境管理要

求

□是 □否

6.5 其他：

7.环境风险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落实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是 □否

具体落实情况：

8.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落实环境管理要求 □是 □否

具体落实情况：

9.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10.报告承诺

持有人承诺：

(一) 已熟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 12 号)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二) 所提交活动报告中的所有资料真实可靠，如有不实之

处，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持有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

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承诺：

(一) 已熟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12 号)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二) 与申请人共同履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及登

记后环境管理义务，并依法承担责任。

代理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

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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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首次活动情况报告表填表说明

首先填写登记证号并选择对应的登记证类型。

选择活动类型，本项可多选。

1.登记证持有人信息

1.1 持有人名称：登记证持有人单位名称,填写登记证载明

的申请人名称。

1.2 国家/地区：填写持有人所属的国家或地区。

1.3 法定代表人：填写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如有）。

1.4 联系方式：填写持有人的联系人姓名、邮箱、固定电

话和手机号码。

2.代理人信息：登记证有代理人时，填写相关信息，无代

理人时，相关信息无需填写。

2.1 代理人名称：代理人单位名称, 填写登记证载明的代

理人名称。

2.2 法定代表人：填写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姓名。

2.3 联系方式：填写代理人的联系人姓名、邮箱、固定电

话和手机号码。

3.首次进口信息：选择“首次进口”填写本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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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内进口单位名称：填写工商注册或法人登记名称全

称。

3.2 入境日期：新化学物质的首次入境日期。

3.3 入境口岸：新化学物质首次入境的海关口岸名称。

3.4 进口量（吨）：首次进口新化学物质的数量，含有新

化学物质的配制品或者物品，换算为新化学物质的纯品量进行

填写，单位为“吨”。

3.5 入境商品名称：进口新化学物质时向海关填报的商品

名称。

3.6 货物来源（国家/地区）：入境货物所属国家或地区的

名称。

3.7 进口时的包装说明：入境时新化学物质所用包装描述，

包括形状、规格、材料等，并标明是否有重大残损。

3.8 产品外包装的照片（含标签）：提供入境的新化学物

质最小外包装整体（含标签）的电子照片。

4.首次生产信息：选择“首次生产”填写本项内容。

4.1 生产日期：首次开始生产新化学物质的日期。

4.2 生产量（吨）：首次生产新化学物质的数量，单位为

“吨”。

4.3 新化学物质纯度：生产出的新化学物质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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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产品的上市商品名称：新化学物质产品的上市商品名

称。

4.5 生产后的包装说明：首次生产新化学物质的包装描述，

包括形状、规格、材料等。

4.6 产品外包装的照片：提供首次生产新化学物质的外包

装电子照片。

5.向加工使用方转移信息：此项可填写多个加工使用方。

选择“首次进口”，此项为必填项，选择“首次生产”，此项

为选填项。

5.1 加工使用单位名称：新化学物质进口（生产）后，转

移至加工使用方的单位名称,按工商注册或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

5.2 法定代表人：加工使用方的法定代表人姓名。

5.3 行业分类：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填写加工使用单位的行业分类及行业代码。

5.4 登记物质用途分类：应根据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选择

其使用用途门类、子类及对应的用途代码。

5.5 实际活动地址：加工使用方实际活动的详细地址，包

括所属省市、区、街道、门牌号码的详细信息。

5.6 企业地理位置：加工使用方所处的地理坐标，以加工

使用方的厂正门为基准，提供其经度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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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转移日期：新化学物质首次进口（生产）后，从国内

进口单位（生产单位）向加工使用单位转移的时间。

5.8 转移量（吨）：新化学物质首次进口（生产）后，转

移至加工使用单位的新化学物质的数量。单位为“吨”。

5.9(预计)到达日期：新化学物质进口（生产）后，从国内

进口单位（生产单位）转移至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所处地点的

到达时间或者预计到达时间。

5.10 联系方式：填写加工使用单位的联系人姓名、邮箱、

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6.向下游用户信息传递情况：

6.1 传递登记证号：按实际情况勾选是否向下游用户传递

登记证号。

6.2 传递新化学物质申请用途：按实际情况勾选是否向下

游用户传递新化学物质申请用途。

6.3 传递新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危害特性及环境风险控制

措施：按实际情况勾选是否向下游用户传递新化学物质环境和

健康危害特性及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6.4 传递登记证上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按实际情况勾选

是否向下游用户传递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要求。

6.5 其他：若传递其他信息，请说明。



205

7.环境风险控制措施落实情况：落实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勾选是否落实环境风险控制措施。若勾选“是”，填写登记证

上载明的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在首次活动中的落实情况。若勾选

“否”，填写未落实环境风险控制措施的原因。

8.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落实环境管理要求：勾选是否

落实环境管理要求。若勾选“是”，填写登记证上载明的环境

管理要求在首次活动中的落实情况。若勾选“否”，填写未落

实环境管理要求的原因。

9.其他需说明的情况：填写在首次活动中需要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告的其他有关事宜。

10.报告承诺：

持有人承诺：首次活动情况报告填写打印后，登记证持有

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企业必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签署时，须

提供授权书。

代理人承诺：登记证有代理人名称时，登记证代理人也需

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委

托授权签署时，须提供授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