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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化 学 物 质 科 学 研 究 备 案 表  受理号： 

受理时间： 
第一部分 申报人信息 

1.1 申报人信息 (境内申报人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附件号：                   ) 

名称： 

地

址 

境内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境外  

联系人：                    ；电话：                     ；Email：                                

互联网址：http:// 

境

外

可

不

填 

行业分类，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行业代码：□ □□□□

性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科研院所；□其他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法人机构代码：□□□□□□□□—□ 

职工人数：               ；安全环保管理人数：                ；占地面积(平方米)：                  

所属集团(或主管单位)： 

1.2 代理人信息(代理委托合同或协议以及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附件号：                   )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人机构代码：□□□□□□□□—□ 

联系人姓名：               ，E-mail：               ，固定电话：               ，手机：               

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1.3 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信息(科学研究的单位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附件号：                   ) 

单位名称： 

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区                          邮编：          

单位法人姓名： 法人机构代码：□□□□□□□□—□ 

性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科研院所；□其他类型，                              

1.4 申报声明 

我声明： 

(一) 本人已熟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7号)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二) 所提交申报表及附件中的所有资料真实可靠，来源合法，未侵犯他人权益，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由此导致

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 提交的电子文件与打印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四) 同意在核准的申报量范围内，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7号)第三十四条规定下进行科研活动；

(五) 已提交新化学物质危害特性和环境风险的全部已知信息。 

(申报人签章)                                            (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证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证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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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科学研究备案基本情况 

2.1 申报物质化学名称      申报物质数量(共     个)(注：超出1个时，以列表方式提供2.1～2.4、2.9项信息)

化学名称 

(□保密) 

中文： 

 

英文： 

 

其他名称： 

2.2 结构信息 

分子式(□保密)： 分子量： CAS号(□保密)： 

2.3 申报物质常温常压下状态：□固体；□液体；□气体；□其它                               

2.4 申报活动及申报量：□生产；申报量(千克)：          ；□进口；申报量(千克)：           

2.5 申报理由 

□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不满0.1吨的； 

□ 为了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新化学物质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而进口新化学物质测试样品的。 

2.6 第三方提供信息 □否；□是(第三方提供信息清单附件号：                   ) 

第三方单位名称：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E-mail：                               

2.7 科研项目的技术责任人信息 

姓名： 专业领域： 电话： 

职称： E-mail： 

2.8 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情况： 

 

 

2.9 科学研究项目的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和计划： 

申报物质在项目中的用量、用途和功效： 

2.10 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新化学物质的现有管理要求： 

 

2.11 科学研究后对废弃新化学物质的管理处置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制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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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学物质科学研究备案表 

填表说明 

 

本表共二部分。表中所出现的选择框可打“√”、“X”或涂黑

表示选定，空白表示不是或不选。受理号和受理时间由环境保护

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填写。 

第一部分 申报人信息 

1.1 申报人信息：附件提供境内申报人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

照复印件。 

名称：境内申报人工商注册全称或者境外申报人的全称。 

地址：境内申报人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以及

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区、街道、门

牌号码的详细信息。境外申报人地址可用英文详细填写。 

联系人：境内或境外申报人负责该项新化学物质申报联系人

的姓名。境内申报人的联系人为此份申报的指定联系人。 

电话：上述联系人的电话。 

E-mail：上述联系人的电子邮件。 

互联网址：境内或境外申报人的互联网主页地址。 

行业分类及行业代码：填写境内申报人的行业分类及行业代

码，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 GB/T 4754-2002。

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性质：申报人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单位性质，如选其它类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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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法定代表人：单位法人的姓名。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法人机构代码：填写境内申报人的法人机构代码。境外申报

人可不填此项。法人机构代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

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

变的法定代码。 

职工人数：填写境内申报人单位注册职工人数。境外申报人

可不填此项。 

安全环保管理人数：填写境内申报人技术安全环保管理人

数。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占地面积（平方米）：填写境内申报人单位占地面积（平方

米）。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所属集团(或主管单位)：如有，填写申报人所属集团(或主

管单位)名称。境外申报人可不填此项。 

1.2 代理人基本信息：境外申报人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必须

委托境内代理人代为申报，并附件提供代理委托合同或协议以及

代理人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件。 

名称：境内代理人单位的工商注册名称。 

法定代表人：境内代理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人机构代码：填写境内代理人单位的法人机构代码。 

联系人：填写境内代理人单位负责申报的联系人姓名。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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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为此份申报的指定联系人。 

E-mail：上述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 

固定电话：上述联系人的电话。 

手机：上述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地址：境内代理人单位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以及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州、盟）、区、街道、

门牌号码的详细信息。 

1.3 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信息：附件提供实施科学研究单位

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如实施科学研究单位与申报人

为同一人，则只需填写 1.1 项相应的申报人信息，此处不填写。 

单位名称：填写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全称。 

地址：填写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地址，地址应当包括所在地

区的邮政编码，以及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州、

盟）、区、街道、门牌号码的详细信息。 

法定代表人：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法人的姓名。 

法人机构代码：填写实施科学研究的法人机构代码。法人机

构代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

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

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性质：根据实施科学研究的单位实际情况勾选，如选其它类

型应注明。 

1.4 申报声明：本栏声明内容被视为以下签字人本人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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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申报人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打印法定代表人姓名，

境内申报人必须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境外申报人可只签

字。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签证人签署时，但必须提供授权书。 

代理人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打印法定代表人姓名，

境内代理人单位必须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委

托授权签证人签署时，但必须提供授权书。 

签署日期：此处日期可手写，也可打印。注意：此时间不是

申报计时开始时间。 

第二部分 科学研究备案基本情况 

2.1 申报物质化学名称（中、英文）：化学名称（中、英文）

可根据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名称）或美国化学

文摘社(CAS 名称)填写。本项可保密。注：申报物质数量超出 1

个时，应注明该备案申报涉及的新化学物质总数，并以列表方式

以附件形式提供 2.1～2.4 项以及 2.9 项可能涉及的申报物质信

息)。 

其它名称：填写申报物质的其它名称、包括通用名、缩写名

或者商品名等名称。通用名是指该化学物质通常使用的名称；缩

写名是指申报物质在使用过程中的简化名称。 

2.2 结构信息 

分子式：填写分子式的填写应按化学分子式表达的要求，规

范表示，注意上下角标。本项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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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量：填写申报物质的分子量，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CAS 号：填写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物质登录的检索服务号

（若有）。本项可保密。 

2.3 常温常压下状态：勾选申报物质在常温常压下的存在形

式，如选其它，应具体给出申报物质的存在形式。 

2.4 申报活动及申报量： 

勾选申报活动为生产或者进口，并相应填写生产量（千克）

或者进口量（千克）。 

2.5 申报理由：申报人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勾选科学研究备案

申报的理由。 

2.6 第三方提供信息：没有第三方提供申报信息的勾选

“否”，不得填写本项其它栏目；如有第三方提供申报信息的勾

选“是”，填写第三方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件、

手机等信息，并以附件方式提交第三方提供信息的清单。 

2.7 科研项目的技术责任人信息 

姓名：填写科学研究技术责任人的姓名。 

专业领域：填写科学研究技术责任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 

电话：填写科学研究技术责任人的联系电话。 

职称：填写科学研究技术责任人的职称。 

E-mail：填写科学研究技术责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 

2.8 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填写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名

称、状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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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科学研究项目的情况 

项目名称：填写科学研究项目的名称。 

项目目标和计划：填写科学研究内容描述，包括科学研究的

目标和计划以及科学研究结果的可能应用领域等情况。 

申报物质在项目中的用量、用途和功效：填写申报物质在科

学研究中的功能和作用、申报物质在该项科学研究的用量。 

2.10 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新化学物质的现有管理要求：说明

科学研究研发用化学物质管理程序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2.11 科学研究后对废弃新化学物质的管理处置措施：填写

科学研究后对所使用的新化学物质进行废弃处置的措施以及管

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