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精准管控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为进一步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精准管控，全面完成非道路

移动机械信息采集，纠正联网登记信息不完整以及登记虚假信息

问题，完善信息基础数据库，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请认

真执行。

一、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一）强化禁用区管理措施。目前，各地已依法划定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全省共划定禁用区面积 7136平方公里，

包括城市建成区、机场、港口、铁路货场、物流园区和工矿企业

等重点使用场所（以下统称“禁用区”）。各地需进一步明确禁用

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要求，严格落实非道路移动机械烟度排放

的Ⅲ类限值管理规定，广泛宣传，严禁未登记上牌、定位联网失

效、无排放检测报告、机械信息不全、排放不达标等机械进入禁

用区。

各地将新制定的禁用区管理措施文件于 2022年 6月 20日前

向省厅报备。

（二）建立常态化检查制度。各地要开展常态化高频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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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建立检查台账,重点要加强对禁用区内机械排放检测、

信息采集登记和定位系统准确性的检查力度。对机械信息的准确

性进行抽查，提高登记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率。要充分利用平台

禁用区电子围栏，对定位系统进行比对，整改定位不准确的问题，

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械进入禁用区进行自动锁定、报警并形成违规

档案，进入黑名单。

（三）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对进入黑名单的机械，需逐一进

行处理，处理合格后方可解除黑名单。提高机械定位联网有效率，

对脱网机械立即整改并预防再次脱网。严厉打击上假牌、出具虚

假检测报告以及使用高排机械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上述问

题予以严肃处理。

（四）全面完成自主申报。8月底前，各地要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印制宣传页等方式广泛宣传，对尚未进行信息采集

登记或信息缺漏的机械，督促其所有人或使用人严格按照《关于

进一步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

（豫环办〔2020〕30号）要求，通过自主申报小程序或自主申

报网页（见附件 1），填写并上传机械信息至省厅非道路移动机

械管控平台，各县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对申报的信息进行严格审

核。

自主申报范围及机械种类包括：在施工工地、工矿企业、机

场、港口、物流园区、铁路货场、机械销售单位等重点场所使用

或销售的工程机械（含场内车辆、新能源机械）、铁路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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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发电机组等非道路移动机械。

自主申报包含已上牌和未上牌的所有机械，实现信息采集登

记全覆盖。

二、加强工作调度，确保工作成效

（一）按照《河南省 2022年移动源污染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豫环办〔2022〕25号）要求，各地要于 12月 31日前按照省

厅统一部署，完成不少于当地已上牌非道路移动机械总量 20%

的监督抽测任务，向省厅报备选定开展抽测工作的检测公司名

单，省厅平台将对其工作质量进行线上监督。同时省厅按照各地

报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责任人开通专用管理账号，明确

职责，定岗定位，责任到人。

（二）各地要按照报送的监督抽测任务划分、时间节点安排

等推进工作，建立完善监督抽测工作台账，强化工作调度，抓好

工作落实。

（三）为确保工作成效，发挥平台管理优势，各地抓紧联系

省厅平台，组织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成联网对接。省厅统一为

各地报送的检测公司分配联网账号，统一使用“监督抽测专用

APP（检测端）”和“监督抽测小程序”，确保抽测过程与数据实

时直传省厅平台。二是统一检查内容。各地按照省厅统一要求的

监督抽测现场检查内容及工作流程开展工作（见附件 2）。三是

严格监督管理。各地责任人登陆专用管理账号，查看监督抽测结

果，并对问题机械及违法行为进行跟踪处理，省厅将根据工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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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组织第三方对各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工作开展调研帮扶，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具体调研内容见附件 3。

三、强化工作保障，创新工作方法

（一）高度重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工作是移动源污

染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关

于加快推进全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豫环办

〔2021〕61号）、《河南省 2022年移动源污染监管工作实施方

案》（豫环办〔2022〕25号）等文件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加大

资金投入，大力强化禁用区监管，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形成合力。各地要创新工作方法，主动联合住建、交

通、自然资源、水利等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压实市、县属地责任和各行业监管责任，协调推进禁用区管控工

作，建立机械进出场（厂）登记管理制度，在工程招投标文件中

明确相关要求，不符合禁用区管理要求的机械严禁进场（厂）。

（三）认真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机械信息错报漏报的问题，

建立监管机制，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存在信息错漏的机械，

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必须通过自主申报途径上传完整、准确的信

息；对定位失效的问题，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必须维修或更换定

位装置；对机械排放不合格、未按照规定加装或更换污染防治装

置、禁用区使用排放超标机械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七十四条中相关规定对责任人或责任单位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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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许红旭 李彦君

联系电话：0371-66309260

报送邮箱：hnscycgjz@163.com

附件：1.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自主申报途径

2. 监督抽测工作流程

3. 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现场检查表

2022年 6月 14日

mailto:hnscycgj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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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自主申报途径

1. 微信小程序

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主页，点击绿色加号开始信息申报。

2. WEB申报（互联网）

（1）地址：https：//fdl.hnsfyjxgk.com：7825/

（2）进入页面后，有账号可直接登录后申报，没有账号可

注册后再申报。

（3）注册时，需选择正确的用户角色。

https://fdl.hnsfyjxgk.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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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监督抽测工作流程

一、监督抽测工作流程图

备注：“不合格机械”指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现场检查表（附

件 3）中所列的检查不符项。

二、检查要点及方法

登录“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小程序”，认证检测机构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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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工作人员，然后打开监督抽测现场检查表，现场录入上传。

（一）机械基本信息填写

按真实情况填写。初次挂牌公司或机构要求机械所有人提供

第一次挂牌的检测公司名称全称。

（二）信息采集的检查程序

1. 使用“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搜索机械号牌，查看

登记的机械信息是否完整。（检查要求：信息必填项必须填写完

整，APP内信息登记带“红色*”的内容为必填项。填表要求：如

完整、正确，检查结果填“是”；如不完整、不正确，检查结果填

“否”，备注填具体哪些项目不完整、不正确。如有其它问题，在

备注里详细记录。）

2. 逐一核对机械的各项信息与“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

所登记的信息是否相符，是否正确。（检查要求：APP内登记信

息须与现场核查的机械信息完全相符，准确无误。填表要求：如

机械信息与 APP内登记的完全相符，检查结果填“是”；如有不

相符之处，检查结果填“否”，备注填具体哪些项目不相符。如有

其它问题，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三）排放阶段的检查流程

1. 查看发动机铭牌、环保信息标签、机械环保代码、生产

日期等信息，判断机械的排放阶段认定是否正确。（检查要求：

排放阶段判定方法严格按照豫环办〔2020〕30号文件规定。填

表要求：如果排放阶段判断正确，检查结果填“是”；如果判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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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检查结果填“否”，备注填不相符的描述。如有其它问题，

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2. 查看环保号牌的悬挂是否正确。（检查要求：号牌悬挂方

法在豫环办〔2020〕30号文件中有详细规定。填表要求：如果

悬挂正确，检查结果填“是”；如果悬挂不正确，检查结果填“否”，

备注填不正确的描述。如有其它问题，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3. 查看机械发动机铭牌或环保信息标签的规范性、新旧程

度、使用痕迹等，是否有伪造环保号牌的情况。（检查要求：需

要检测人员具有一定的发动机机械的专业技术能力，可对比相同

品牌、相同机型的原车铭牌，来判断该机械铭牌是否真实。填表

要求：如没有伪造铭牌，检查结果填“否”；如有确认伪造铭牌，

检查结果填“是”，备注填问题描述；如有疑似伪造铭牌，检测结

果填“疑似”，待进一步查证后下结论。如有其它问题，在备注里

详细记录。）

（四）定位装置的检查

1. 查看定位装置是否正常工作，定位装置是否安装正确，

是否接到保险开关上，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检查要求：定位

装置技术要求在豫环办〔2020〕30号文件中有详细规定。填表

要求：如以上各项正常，检查结果填“是”；如以上各项全部或部

分不正常、不正确，检测结果填“否”，备注填具体问题与原因。

如有其它问题，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2. 登录“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定位装置通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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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械定位信息是否实时上传平台、位置有无偏差。（检查要求：

通过 APP内定位模块信息与现场对比，查看定位装置的工作状

态。填表要求：如定位联网正常，历史轨迹清晰，检查结果填“是”；

如定位联网不正常，检查结果填“否”，备注填具体原因。）

（五）排放检测

1. 询问机主是否有排放检测报告，如果有让机主出示纸质

版检测报告；如没有，登录“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查看该

机械的检测报告。如有多次检测报告，均需查看。（检查要求：

检测报告的内容和规范在豫环办〔2020〕30号文件有详细规定。

填表要求：如有排放检测报告，检查结果填“是”，并拍照，放在

备注里；如没有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填“否”，备注里说明问题与

原因。如有其它问题，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2. 登录“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查看该机械排放检测

的过程数据，判断以往的排放检测是否合规合法。（检查要求：

对检测过程的要求在豫环办〔2020〕30号文件中有详细规定。

填表要求：如检测过程数据合规合法，有检测现场照片，有检测

视频，有过程秒数据，则检测结果填“是”；如数据全部或部分缺

失，检查结果填“否”，备注填具体问题描述。如有其它问题，在

备注里详细记录。）

3. 现场检测该机械的尾气排放，判断机械排放是否达标（分

禁用区标准和非禁用区标准）。（检查要求：排放检测要求及禁用

区排放标准在豫环办〔2020〕30号文件有详细规定；是否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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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区可登录“监督抽测 APP（检测端）”查询各地禁用区电子围栏

范围。填表要求：如排放满足要求，检查结果填“是”；如排放不

满足要求，检查结果填“否”，备注填机械是否在禁用区。如有其

它问题，在备注里详细记录。）

三、解除黑名单管理方法

（一）根据监督抽测结果，被检出的问题机械、违法违规行

为等在省厅平台上自动启动“告警--黑名单--解警”流程。

（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解除黑名单流程：县级执法处理

——市级检查核实——省厅移除黑名单。

（二）省厅平台实时将抽检结果推送给机械归属地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对问题机械、违法违规行为等由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

检查负责人进行专项跟踪处理，直至解除黑名单。省厅对各地处

理进度进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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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抽测现场检查表
受检单位：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检查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机械号牌 机械类型 厂牌/型号

机械所有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功率（kW） 初次挂牌公司或机构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一 信息采集检查

1.现场核对机械信息、环保号牌、信息采集卡

（扫描二维码）、信息采集表（如有）等与平

台联网登记的机械信息是否相符

2.上传到平台登记的机械信息是否完整，是否

正确

二 排放阶段检查

3.排放阶段判定是否正确

4.环保号牌悬挂是否合规

5.有无伪造车辆环保信息标签或发动机铭牌

三 定位设备检查

6.定位装置安装是否正确，是否正常工作

7.定位信息是否实时上传平台、位置有无偏差

四 排放检测检查

8.是否有排放检测报告

9.判断以往的排放检测是否合规，（是否与平

台联网、是否上传过程数据、图片、视频）

10.现场进行排放检测，判断排放是否达标（分

禁用区标准和禁用区外标准）

现场检查人员： ______________ 陪检人员： ______________ 受检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