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 

 

用户手册 
 

 

 

 

 

 

 

 

 

 

 

 

 

 

 

 

技术支持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软件开发单位：北京华志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电话：4008-835-642  

技术支持 QQ 群：58139980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_用户手册 

I 

 

目录 
第 1章 前言......................................................... 2 

1.1. 编写目的 ................................................... 2 

1.2. 系统名称 ................................................... 2 

1.3. 系统概述 ................................................... 2 

第 2章 用户注册..................................................... 3 

2.1. 单位注册 ................................................... 3 

2.2. 个人注册 ................................................... 6 

第 3章 系统登录..................................................... 9 

3.1. 登录 ....................................................... 9 

3.2. 忘记密码 .................................................. 11 

3.3. 密码修改 .................................................. 14 

第 4章 登记表备案.................................................. 16 

4.1. 企业备案 .................................................. 16 

4.1.1. 数据填报............................................. 16 

4.1.2. 数据管理............................................. 23 

4.2. 个人备案 .................................................. 24 

4.2.1. 数据申报............................................. 25 

4.2.2. 数据管理............................................. 31 

第 5章 查看公示.................................................... 3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_用户手册 

2 

第1章 前言 

1.1.编写目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用户手册》介绍了系统的基本功能和

备案一个项目的详细操作步骤，以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和使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系统，顺利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网上备案工作。 

1.2.系统名称 

系统名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以下简称“本系统”。 

1.3.系统概述 

本系统为环保部发布的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的填报平台，适用

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生产前，注册真实信息，登

录本系统，在线填报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填报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

备案编号和备案回执，用户需打印登记表，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后备案

完成。本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用户注册（单位和个人）、备案新项目、打印登

记表和备案回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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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用户注册 

本系统用户分为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登录系统的用户名均需通过本系统进

行注册，注册成功后，方可登录系统。 

2.1.单位注册 

数据填报规则说明： 

字段名称 数据填报规则 

登录名 中英文、数字、下划线 

密码 6-16 位，字母（区分大小写）、数字、符号 

证书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类型 身份证、护照或港澳台居民身份证 

电子邮箱 非必填项，填写常用的邮箱地址用于找回密码，建议填写 

单位注册详细步骤如下： 

1. 访问区县环保局网站本系统入口，进入填报向导页面，在本页面可以查

看备案一个项目的基本操作步骤，点击【继续】按钮，如下图： 

图 1 向导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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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填报指南”页面，可以查看环保部 41 号令详细信息，点击“我

已阅读并承诺遵守上述规定”，如下图： 

 

图 2 备案管理办法 

3. 进入系统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按钮，如下图：  

图 3 企业注册 

4. 进入用户注册页面，注册类型选择“单位”，进入单位注册页面，填写

相应的必填信息，点击【注册】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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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注册信息填写 

5. 注册成功后，系统提示“恭喜您注册成功！”，如下图： 

图 5 企业注册成功 

6. 点击【立即登录】按钮，即可进入系统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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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人注册 

数据填报规则说明： 

字段名称 数据填报规则 

登录名 中英文、数字、下划线 

密码 6-16 位，字母（区分大小写）、数字、符号 

证件类型 身份证、护照或港澳台居民身份证 

电子邮箱 非必填项，填写常用的邮箱地址用于找回密码 

个人注册详细步骤如下： 

1. 访问区县环保局网站本系统入口，进入填报向导页面，在本页面可以查

看备案一个项目的基本操作步骤，点击【继续】按钮，如下图： 

图 6 向导页 

2. 进入“填报指南”页面，可以查看环保部 41 号令详细信息，点击“我

已阅读并承诺遵守上述规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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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备案管理办法 

3. 进入系统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按钮，如下图：  

图 8 个人注册首页 

4. 进入用户注册页面，注册类型选择“个人”，进入个人注册页面，填写相应

的必填信息，点击【注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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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个人注册信息填写 

5. 注册成功后，系统提示“恭喜您注册成功！”如下图： 

图 10 个人注册成功 

6. 点击【立即登录】按钮，即可进入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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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系统登录 

3.1.登录 

1. 访问区县环保局网站本系统入口，进入填报向导页面，在本页面可以查

看备案一个项目的基本操作步骤，点击【继续】按钮，如下图： 

图 11 向导页 

2. 进入“填报指南”页面，可以查看环保部 41 号令详细信息，点击“我

已阅读并承诺遵守上述规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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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备案管理办法 

3. 进入系统登录页面，页面下方提示了本系统适用的浏览器及版本、技术

支持单位和技术支持电话，如下图： 

图 13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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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用户登录区域输入正确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登录成功，进入系统

列表页，如下图：  

图 14 备案项目列表 

3.2.忘记密码 

用户在使用系统过程中，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注册时填写的邮箱找回密

码，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本系统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按钮，如下图： 

图 15 忘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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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找回密码页面，填写注册时填写的邮箱地址，点击【获取验证码】

按钮，如下图： 

图 16 填写邮箱 

3. 验证码会发送到填写的邮箱地址，查看邮件中的发送的验证码，输入验

证码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图 17 输入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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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设置新密码页面，填写新密码和确认密码，点击【保存】按钮，设

置成功，点击【取消】按钮，返回登录页面，如下图： 

图 18 设置新密码 

图 19 密码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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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密码修改 

用户登录本系统后，可以对密码进行修改，操作步骤如下： 

1.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页面右上角【修改密码】按钮，如下图： 

图 20 修改密码 

2. 进入修改密码页面，在修改页面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点

击【保存】按钮，成功修改密码，点击【重置】按钮，清空输入的密码，

点击【取消】按钮，返回系统首页。如下图： 

图 21 设置确认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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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密码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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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登记表备案 

4.1.企业备案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生产前，登录本系统，在线填报并

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信息。 

4.1.1.数据填报 

数据填报规则说明： 

字段名称 数据填报规则 

建设地点 填写详细信息，具体到街道门牌号 

占地、营业、建筑面积 下拉列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并填写 

建设单位 系统根据注册时填写的单位名称自动生成，不可修改 

法定代表人 系统根据注册时填写的法人姓名自动生成，不可修改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可以填写一个，也可填写多个 

两个固定电话，例：0313-12334567/0313-7654321 

两个移动电话，例：15012345678/13989879876 

一个移动电话和一个固定电话，例：15012345678/0313-12334567 

投资额 投资额单位为万元，环保投资不能大于总投资额 

拟投入运营生产日期 
只能选择 2016 年 9 月份之后的日期（登记表项目 9 月份之前采取

的审批制，9 月份之后采取的备案制） 

项目性质 单选按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备案依据 下拉列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建设内容及规模 

输入框，以房地产项目为例： 

建设内容：4 栋 3 层的商业用房以及垃圾房、地下车库等配套设

施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15000 ㎡ 

主要环境影响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环境影响、采取的环保措施及排放去向， 

以房地产项目为例： 

废气 

勾选有环保措施，废气采取空气过滤措施后通过通风管道排

放至大气。 

勾选无环保措施，生活废水、直接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

管网。 

废水 

勾选有环保措施，生活废水、地下车库、冲洗废水采取预处

理措施后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管网。 

勾选无环保措施，生活废水、直接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

管网。 

固废 环保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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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数据填报规则 

噪声 

勾选有环保措施，选用相对低能耗低噪 声的优质设备；生

产车间的门窗均采 用隔声效果较好的门窗。 

勾选无环保措施，无需填写。 

生态

影响 

勾选有环保措施：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勾选无环保措施，无需填写。 

操作步骤如下： 

1.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备案一个项目”图标，如下图： 

图 23 备案新项目 

2. 弹出选择建设地点页面，选择备案项目所在的市和县（以便查看项目所

在区域的备案环保要求），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图 24 选择建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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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备案环保要求”页面，显示各级环保要求，勾选【我承诺拟备案

的项目符合以上要求】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图 25 备案环保要求 

4. 进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填写页面，表单上方会链接填表示例，

供用户参考。用户应如实填报项目名称、占地情况等信息，建设单位和

法定代表人会根据注册时填写的信息自动显示不可修改，如下图： 

 

图 26 填写备案登记表信息-1 

5. 选择备案依据，参照样例填写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主要环境影响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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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备案依据中的项的选择，显示不同类别的环境影响，如下图： 

图 27 填写备案登记表信息-2 

6. 信息填写完成后，可选择“暂存”或“保存”按钮，如果点击【暂存】

按钮，则进入下一步；如果点击【保存】按钮，则直接进入步骤 8，如

下图： 

图 28 项目暂存 

7. 弹出暂存成功提示框并返回首页列表，状态显示为“暂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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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暂存”后的项目可以在项目列表中点击修改后，进行提交。详细

步骤参考第 4.1.2 章节。 

图 29 暂存 

8. 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用户需仔细阅读提示信息，在提

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图 30 保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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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进入项目信息确认页面，如果需要修改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返回

到编辑页面，修改后重新提交；如果对所填写的信息确认无误，点击【提

交】按钮，弹出确认提交提示框，在提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如下

图：  

图 31 确认提交项目 

10. 弹出登记表提交成功提示框，生成备案号同时对外公示，并进入登记表

预览页面，如下图：在提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提示框关闭。 

图 32 预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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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打印】按钮，将登记表下载到本地，法定代表人签字备查，点击

【返回】按钮，返回数据列表，项目的状态显为“已公示”，如下图： 

图 33 打印 

图 34 返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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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数据管理 

用户可对暂存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对已公示的数据进行查看和打印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系统首页，选择数据列表中状态为“暂存”的数据，点击操作栏的【修

改】按钮，进入登记表修改页面，修改信息后提交。如下图： 

图 35 修改 

2. 点击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弹出确定删除提示框，在提示框上点击【确

定】按钮，成功删除数据，点击【取消】按钮，取消删除操作，如下图：  

图 36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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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数据列表中状态为“已公示”的数据，点击操作栏的【查看】按钮，

进入项目详细信息页面，如下图： 

图 37 查看 

4. 点击操作栏的【打印】按钮，弹出下载提示框，将数据下载到本地进行

打印，如下图： 

图 38 打印 

4.2.个人备案 

个人应当在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生产前，登录本系统，在线填报并提交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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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数据填报 

数据填报规则说明： 

字段名称 数据填报规则 

建设地点 填写详细信息，具体到街道门牌号 

占地、营业、建筑面积 下拉列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并填写 

主要负责人 系统根据注册时填写的主要负责人自动生成，不可修改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可以填写一个，也可填写多个 

两个固定电话，例：0313-12334567/0313-7654321 

两个移动电话，例：15012345678/13989879876 

一个移动电话和一个固定电话，例：15012345678/0313-12334567 

投资额 投资额单位为万元，环保投资不能大于总投资额 

拟投入运营生产日期 
只能选择 2016 年 9 月份之后的日期（登记表项目 9 月份之前采取

的审批制，9 月份之后采取的备案制） 

项目性质 单选按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备案依据 下拉列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建设内容及规模 

输入框，以房地产项目为例： 

建设内容：4 栋 3 层的商业用房以及垃圾房、地下车库等配套设

施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15000 ㎡ 

主要环境影响 

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环境影响、采取的环保措施及排放去向，以房地

产项目为例： 

废气 

勾选有环保措施，废气采取空气过滤措施后通过通风管道排

放至大气。 

勾选无环保措施，生活废水、直接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

管网。 

废水 

勾选有环保措施，生活废水、地下车库 冲洗废水采取预处

理措施后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管网。 

勾选无环保措施，生活废水、直接通过污水管道排放至市政

管网。 

固废 环保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噪声 

勾选有环保措施，选用相对低能耗低噪 声的优质设备；生

产车间的门窗均采 用隔声效果较好的门窗。 

勾选无环保措施，无需填写。 

生态

影响 

勾选有环保措施：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勾选无环保措施，无需填写。 

操作步骤如下： 

1. 个人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备案一个项目”图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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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备案新项目 

2. 弹出选择建设地点页面，选择备案项目所在的市和县（以便查看项目所

在区域的备案环保要求），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图 40 选择建设地点 

3. 进入“备案环保要求”页面，显示各级环保要求，勾选【我承诺拟备案

的项目符合以上要求】复选框，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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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环保要求 

4. 进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填写页面，表单上方会链接填表示例，

供用户参考，用户应如实填报项目名称、占地情况等信息、主要负责人

会根据注册时填写的信息自动显示不可修改，如下图： 

图 42 登记表填写-1 

5. 选择备案依据，根据提示填写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 主要环境影响会

根据备案依据中的项的选择，显示不同类别的环境影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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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登记表填写-2 

6. 信息填写完成后，可选择“暂存”或“保存”按钮，如果点击【暂存】

按钮，则进入下一步；如果点击【保存】按钮，则直接进入步骤 8，如

下图： 

图 44 项目暂存 

7. 弹出暂存成功提示框并返回首页列表，状态显示为“暂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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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暂存”后的项目可以在项目列表中点击修改后，进行提交。详细

步骤参考第 4.2.2 章节。 

图 45 项目列表 

8. 点击【保存】按钮，弹出确认提示框，在提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

如下图： 

图 46 项目保存 

9. 进入项目信息确认页，如果需要修改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返回到

编辑页面，修改后重新提交；如对所填写的信息确认无误，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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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弹出确认提交提示框，在提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  

图 47 项目提交 

10. 弹出登记表提交成功提示框，生成备案号同时对外公示，并进入登记表

预览页面，如下图：在提示框上点击【确定】按钮，提示框关闭。 

图 48 预览页面 

11. 点击【打印】按钮，将登记表下载到本地，主要负责人签字备查，点击

【返回】按钮，返回数据列表，项目的状态显为“已公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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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打印 

图 50 返回列表 

4.2.2.数据管理 

用户可对暂存的数据进行修改和删除、对已公示的数据进行查看和打印。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系统首页，选择数据列表中状态为“暂存”的数据，点击操作栏的【修

改】按钮，进入登记表修改页面，修改信息后提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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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项目修改 

2. 点击操作栏的【删除】按钮，弹出确定删除提示框，在提示框上点击【确

定】按钮，成功删除数据，点击【取消】按钮，取消删除操作，如下图： 

图 52 项目删除 

3. 选择数据列表中状态为“已公示”的数据，点击操作栏的【查看】按钮，

进入项目详细信息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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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项目查看 

4. 点击操作栏的【打印】按钮，将数据下载到本地进行打印，如下图： 

图 54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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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查看公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信息公示后，社会公众可以访问备案信息公开

地址，查看项目的公示情况。 

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本系统登录页面，点击备案信息公开地址，如下图：  

图 55 公示链接 

2. 进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信息公开页面，可以根据建设地点、 

项目名称和备案号，对所有已经公示的项目进行查询，如下图： 

 

图 56 公告页面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_用户手册 

35 

3. 点击列表中“项目列表”字段下方“登记表”，如下图：  

图 57 查看列表 

4. 进入登记表查看页面，查看登记表的详细信息，点击【返回】按钮，返

回公式列表，如下图： 

图 58 查看详细信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_用户手册 

36 

联系方式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联系电话：010-84915254 

北京华志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8-835-642 

技术支持 QQ 群：581399801 

（请各省尽快加群，如需远程支持，可在群里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