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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情况监督检查工作时的检查项目、

检查流程、检查规程等内容，附录了机动车环保随车清单样式、合格证样式，并对信息公

开内容核查表、现场勘查笔录、监督检查廉洁自律声明等内容进行了规范。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及其委托的地级以上市人生态环境局应当对生产、销售、

注册登记机动车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2 编制依据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1.2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1.3 《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1.4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GB18352.6-2016）

1.5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Ⅲ、Ⅳ、Ⅴ阶段）》（GB17691-2005）

1.6 《重型柴油车、气体燃料车排气污染物车载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HJ 857-2017）

1.7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GB17691-2018）

1.8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的通告》（粤府函〔2019〕147

号）

3 检查目的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广东省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赋予的监督检查职责，推动在广东省生产、销售、登记注册的机动车机

动车排放检验信息与污染控制技术信与车辆环保信息公开内容一致，符合相关法规标准和政

策要求。

4 检查对象

检查对象为在广东省内销售的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

5 检查方式

检查方式包括集中检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

6 检查环节

在生产企业、经销商处、新车登记注册地点等随机抽取车辆，对车型的信息公开情况及

随车清单内容进行核查。就整车、发动机及排放控制关键部件型号、生产厂等内容进行外观

核查。

7.检查项目及流程

7.1 检查项目

外观检验（含对污染控制装置的检查和环保信息随车清单核查）；

车载诊断系统（OBD）检查。

7.2 监督检查流程





8.监督检查规程

8.1 广东省境内生产企业及销售企业产量情况调查。

监督检查期间可以有针对性的要求相关企业提供本年度或者某个时间内的产销量情况。

有针对性的选取核查车型。

8.5.2 出示执法证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说明来意及需要企业配合的内容。

8.2 随机选取车辆查验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及合格证。

车辆合格证确认有无即可。并核对合格证的车辆型号及 VIN 码与随车清单上的车辆型

号及 VIN 码是否一致。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需扫描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二维码并输

入车辆发动机编号核对电子随车清单信息。保证实车、纸版随车清单、扫描二维码显示内容

完全一致。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随车清单模板见附件一。

8.3 外观检验

企业声明部分。核对制造商及是否达到目前广东省允许上牌的排放阶段企业盖章及车辆

生产日期核对车辆信息部分。核对车辆型号，VIN，商标，汽车分类，发动机编号污染控制

技术信息部分。

检查车辆污染控制装置是否与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一致。核对型号及生产企业名称。必要

时可参考扫描二维码永久标识内容。具体内容见附件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实例图片。



检查随车清单日期与车辆铭牌或进口关单日期。检查盖章情况。

8.4 车载诊断系统（OBD）检查

检查车辆的 OBD 接口是否满足规定要求，OBD 通讯是否正常，有无故障代码。

OBD 检查项目包括：故障指示器状态，诊断仪实际读取的故障指示器状态，故障代码、故障

里程和诊断就绪状态值。

对要求配置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的在用汽车，应查验其装置的通讯是否正常。

如车辆污染控制装置被移除，而OBD故障指示灯未点亮报警的，视为车辆OBD系统不合格。

8.5 填写核查资料

核查结束全部项目符合则现场执法人员填写信息公开核查表附件三，填写现场调查笔录附件

四。准予登记注册。

核查结束若发现有不符合情况需确认不合格车辆数量，填写信息公开核查表，填写现场调查

笔录，企业负责人及执法人员签字确认。按照大气法相关条款处罚并上报生态环境部。

8.6 需用到的工具

相机、举升机（或地沟）、内窥镜（或长柄小镜子）、OBD故障诊断仪。

8.7 拍照顺序

整车（右侧45度）、铭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各个零部件型号生产厂、OBD诊断屏幕

8.8 资料清单

a.随车清单复印件

b.合格证复印件

c.信息公开内容核查表

d.企业法人授权及企业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e.现场勘查笔录及企业知情书



f.环保监督检查廉洁自律声明

g.照片



附件一 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样式

1． 国六轻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2． 国六轻型混合动力车随车清

3． 国六轻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4． 国六轻型单一气体燃料车随车清单

5． 国六轻型两用燃料车随车清单

6． 国六重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7． 国六重型燃气车随车清单

8． 国五轻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9． 国五轻型混合动力车随车清单

10． 国五轻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11． 国五轻型两用燃料车随车清单

12． 国五城市车辆随车清单

13． 国五重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14． 国五重型燃气车随车清单

15． 国四重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16． 国四摩托车随车清单

17． 国四轻便摩托车随车清单

18． 电动车随车清单



1、国六轻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2.国六轻型混合动力车随车清单



3.国六轻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4 国六轻型单一气体燃料车随车清单



5.国六轻型两用燃料车随车清单



6.国六重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7. 国六重型燃气车随车清单



8.国五轻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9 国五轻型混合动力车随车清单



10 国五轻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11．国五轻型两用燃料车随车清单



12．国五城市车辆随车清单





13.国五重型柴油车随车清单





14.国五重型燃气车随车清单





15.国四重型汽油车随车清单





16.国四摩托车随车清单



17.国四轻便摩托车随车清单



18.电动车随车清单



附件二 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实例图片

汽油车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实例图片

1车辆铭牌

铭牌位置：副驾驶车门框、发动机舱、驾驶室等位置 （图1-1、1-2）

副驾驶车门框位置 图例1-1

发动机舱位置 图例1-2

2 催化转化器

位置：前级位于发动机舱内或者下方，后级位于车辆底盘下方（图2-1）

图例2-2



3 颗粒补集器

位置：催化器后端或与催化器封装在一起（图3-1）

颗粒补集器 图例3-1

4 氧传感器（前，后）

位置：催化转化器前后（4-1）

氧传感器 图例4-1

5 炭罐

位置：车辆底盘后方、发动机舱后方等处（图5-1）

炭罐图例5-1

6 EGR

位置：发动机排气（图6-1）



EGR阀图例6-1

7 ECU

位置：发动机舱或副驾驶座椅下方（图7-1）

ECU 图例7-1

8消声器

位置：车辆底盘下方，排气管末端（图8-1）

消声器 图例8-1



9增压器

位置：发动机排气位置（图9-1）

图例9-1

10 OBD通讯接口

位置：一般都在方向盘下方的内饰板中，靠近驾驶员附近的地方，不同车型的位置稍有

区别。OBD接口为十六针母头接口，接口为梯形。部分车型的OBD接口上有护盖。最常见的

OBD接口为黑色、白色或蓝色（图10-1、图10-2）

图例10-1



OBD 通讯接口 图例 10-2



柴油车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实例图片

1车辆铭牌

铭牌位置：驾驶室、车门框、车架、发动机舱等位置（图 1-1、1-2、1-3）

整车铭牌 图例 1-1

整车铭牌图例 1-2

整车铭牌 图例 1-3

2 发动机铭牌

铭牌位置：发动机缸盖或缸体等位置（图 2-1）



发动机铭牌 图例 2-1

3 进气系统

在排气歧管后端与进气管路交汇处查验涡轮增压器。其铭牌一般位于增压器本体侧面。

3.1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发动机排气歧管后无“增压器”，通过排气管直接连接排气消声器。（图 3-1、
3-2）

自然吸气 图例 3-1

自然吸气 图例 3-2



3.2 增压器

增压器安装在发动机的排气歧管后，另一端出口与发动机的进气岐管或中冷器通过一段

橡胶或金属管道相连接。（图 3-3、3-4）

增压器 图例 1-3

增压器 图例 1-3

4 燃料供给系统

燃料供给系统主要由输油泵、燃油滤清器、喷油泵、喷油器以及油管等组成。燃料供给

系统通常布置在发动机进气歧管一侧，首先在发动机气缸盖上找到与发动机气缸数对应的喷

油器，且每一个喷油器上都连有金属油管，油管数量与发动机气缸数一致。在发动机进气歧

管同侧，沿金属油管查找喷油泵；或者沿共轨管进回油管路连接到喷油泵。

4.1 喷油器

喷油器主要由喷油嘴和喷油器体组成，安装在发动机缸盖上。（图 4-1、4-2）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E%89%E8%A3%85?prd=content_doc_search


喷油器 图例 4-1

喷油器 图例 4-2

4.2 喷油泵

4.2.1 直列泵

直列泵系统无电控单元（ECU），无线束，有油门拉线；喷油泵上有机械提前器和机械

调速器；喷油泵出油口一字排列，朝向向上，柱塞个数与发动机气缸数相同；高压油管连接

喷油泵出油口和喷油器，数目也与发动机气缸数目相同。（图 4-3、4-4）

直列泵 图例 4-3



直列泵 图例 4-4

4.2.2 分配泵

分配泵无电控单元（ECU），无线束，有油门拉线；喷油泵上有液压提前器和机械调速

器；喷油泵出油口呈圆周排列，朝向为水平方向，与油泵驱动轴相同，出油口个数与发动机

气缸数相同；高压油管连接喷油泵出油口和喷油器，数目也与发动机气缸数目相同。（图 4-5、
4-6）

分配泵 图例 4-5

分配泵 图例 4-6



4.2.3 高压共轨

高压共轨系统有电控单元（ECU）、线束；有共轨管；高压油泵与共轨管进油口之间由

高压油管相联接，数目为一根或两根；高压油管连接油轨出油口和喷油器，数目与发动机气

缸数目相同。（图 4-7、4-8、4-9）

高压共轨 图例 4-7

高压共轨 图例 4-8



高压共轨 图例 4-9

4.2.4 泵喷嘴

电控泵喷嘴有电控单元（ECU）、线束；喷油泵与喷油器集成为一体；泵喷嘴个数与发

动机气缸数相同，泵喷嘴系统通常被发动机缸盖罩遮挡，无法在发动机外观上可见。（图 4-10、
4-11）

泵喷嘴 图例 4-10



泵喷嘴 图例 4-11

4.2.5 单体泵

电控单体泵有电控单元（ECU）、线束；喷油泵上无提前器和调速器，每个喷油泵上有

控制电子阀；喷油泵个数与发动机气缸数相同；高压油管连接喷油泵出油口和喷油器，单体

泵的高压油管都很短且长度一致，数目也与发动机气缸数目相同。（图 4-12、4-13、4-14）

单体泵 图例 4-12



单体泵 图例 4-13

单体泵 图例 4-14

4.2.6 电控直列泵、电控分配泵

电控直列泵、电控分配泵是直列泵、分配泵增加了部分电控系统，有电控单元（ECU）、
线束。

5 电控系统

5.1 电控单元

ECU 是发动机线束连接的控制终端，通常安装在发动机机体上或通过线束连接安装到车

架或驾驶室底部。不同生产厂 ECU 模块布局不同，但普遍位于发动机喷油泵一侧，可通过

控制线束查找。（图 5-1、5-2）



ECU 图例 5-1

ECU 图例 5-2

6 废气再循环系统

EGR 系统的主要包括废气循环导管和 EGR 阀门。废气循环导管与排气管相连，取一部

分废气再循环（即由排气管端连接到进气管端），另一部分废气则从排气管排出。EGR 管路

一端与排气歧管总管相连，经过 EGR 阀后另一端连接到进气歧管总管处。（图 6-1、6-2）



EGR 系统 图例 6-1

EGR 系统 图例 6-2

7 排气后处理系统

排气后处理装置位于增压器出口后端，排气消声器前。

7.1 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SCR）

SCR 系统主要部件包括 SCR 控制单元（有些与发动机电控单元整合在一起）、尿素喷嘴、

尿素泵、管路、加热系统、过滤器、尿素箱、催化器、NOx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

SCR 系统安装在发动机增压器出口连接的排气管上，有尿素泵、尿素箱、SCR 箱体；SCR
箱体前端管路上有尿素喷嘴；SCR 箱体前部有温度传感器，后部有 NOx 传感器。多数 SCR
箱体与排气消声器集成一体。（图 7-1、7-2）



SCR 系统 图例 7-1

SCR 系统 图例 7-2

7.2 氧化型催化转化器（DOC）

单独的 DOC 一般位于增压器出口与排气消声器之间且距发动机较近的位置。（图 7-3、
7-4）



DOC 图例 7-3

DOC 图例 7-4



7.3 颗粒氧化型催化器（POC）

POC 安装在发动机增压器出口连接的排气管上，位于 DOC 后或者与 DOC 封装成一体，

位于排气消声器前。DOC 在前，POC 在后，并分为独立封装和集成封装两种类型。POC 上装

有一个或两个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外观为金属细管）。（图 7-5、7-6）

POC 图例 7-5

DOC+POC 图例 7-6

7.4 颗粒捕集器（DPF）

DPF安装在发动机增压器出口连接的排气管上，位于 DOC 后，或者与 DOC 封装成一体。

DPF 上装有两个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外观为金属细管）及一个或二个温度传感器。DPF
普遍在自身壳体上有法兰盘便于拆卸和维护。（图 7-7、7-8）



DPF 图例 7-7

DPF 图例 7-8



摩托车污染控制技术实例图片

1车辆铭牌

铭牌位置：车架、发动机等位置（图1-1）

铭牌位置 图例 1-1



2 ECU

位置：座椅下方或油箱下方（图 2-1、2-2、2-3）

ECU 图例 2-1

ECU 图例 2-2

ECU 图例 2-3

ECU

ECU

（座椅下面）



3 催化转化器及消声器

（图 3-1）

催化转化器及消声器 图例 3-1

4 氧传感器

（图 4-1）

氧传感器 图例 4-1



5 炭罐

（图 5-1）

炭罐 图例 5-1

炭罐



附件三信息公开核查表

1.轻型汽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2.轻型汽油混合动力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3.轻型柴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4.城市车辆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5.重型柴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6.发动机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7.电动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8.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轻型汽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型号/生产企业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碳罐型号/生产企业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EGR 型号/生产企业

OBD 系统供应商

ECU 型号/生产企业

变速器型号/档位数

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

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

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轻型汽油混合动力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电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能量储存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电池容量/车辆的纯电动行驶里程

催化转化器型号/生产企业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碳罐型号/生产企业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EGR 型号/生产企业

OBD 系统供应商

ECU 型号/生产企业

变速器型号/档位数

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

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

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轻型柴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泵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器型号/生产企业

共轨管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EGR 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式/生产厂

ECU 型号/版本号/生产厂

OBD 系统供应商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厂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厂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厂

颗粒捕集器（DPF）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厂

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变速器型号/档位数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城市车辆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最大净功率/转速(kW/r/min)

最大净扭矩/转速(Nm/r/min)

燃料供给系统型式

喷油泵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器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EGR 型号/生产企业

ECU 型号/版本号/生产企业

OBD 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式/生产企业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SCR）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AS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排气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重型柴油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燃料供给系统型式

喷油泵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器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EGR 型号/生产企业

ECU 型号/版本号/生产企业

OBD 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式/生产企业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SCR）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AS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排气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

面。



发动机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发动机基本信息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商标 发动机编号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燃料供给系统型式

喷油泵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器型号/生产企业

蒸发器或压力调节器型号/生产企业

混合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EGR 型号/生产企业

ECU 型号/版本号/生产企业

OBD 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式/生产企业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催化转化器（三元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DO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SCR）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AS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重型燃气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燃料供给系统型式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企业

蒸发器或压力调节器型号/生产企业

混合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喷射器型号/生产企业

EGR 型号/生产企业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中冷器型式

ECU 型号/版本号/生产企业

OBD 型号/生产企业

曲轴箱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型号/生产企

业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催化转化器（三元）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SCR）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ASC）型号/生产企业

封装/载体/涂层生产企业

排气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

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摩托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喷油器型号/生产企业

EGR 型号/生产企业

OBD 系统供应商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型号/生产企业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空气喷射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燃油蒸发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空气滤清器型号/生产企业

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废气再循环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再生系统类型/生产企业

选择性催化转化器 SCR 型号/生产企

业

稀燃氮氧化物捕集器型号/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

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电动车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车辆基本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制造商名称

排放阶段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汽车分类 VIN

商标 发动机编号

随车清单（有/无）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扫码后显示内容与纸版随车清单是否一致

（不一致需写明相关内容）

说明：

核查项目 符合性判定
1）

车辆实际污染控制装置型号和生产企业
2）

电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整车控制器型号/版本号/生产企

业

储能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电池容量/续航里程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

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

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核查表

企业信息

机械制造商名称 信息公开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类别（进口/国产）

机型基本信息（1#）

机械型号 机械名称

商标 排放阶段（发动机）

环保信息标签

（有/无）

环保信息标签内容

（完整/不完整）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信息公开编号

机械基本信息（2#）

机械型号 机械名称

商标 排放阶段（发动机）

环保信息标签

（有/无）

环保信息标签内容

（完整/不完整）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信息公开编号

机械基本信息（3#）

机械型号 机械名称

商标 排放阶段（发动机）

环保信息标签

（有/无）

环保信息标签内容

（完整/不完整）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信息公开编号

机械基本信息（4#）

机械型号 机械名称

商标 排放阶段（发动机）

环保信息标签

（有/无）

环保信息标签内容

（完整/不完整）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其它特殊事项说明：

核查地点：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核查车型生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

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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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路柴油机信息公开情况核查表

发动机生产企业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发动机生产日期 有无发动机标签

标签上的信息公开编号

核查项目 信息公开参数 样机实际核查结果 是否符合

发动机
型号

生产企业

喷油泵
型号

生产企业

增压器
型号

生产企业

ECU
型号

生产企业

EGR
型号

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

（DOC）

型号

生产企业

催化转化器

（SCR）

型号

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

（POC）

型号

生产企业

颗粒捕集器

（DPF）

型号

生产企业

其它特殊

情况说明

被核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注明职务）

年 月 日

核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符合‘√’/不符合‘×’。2）、信息不符合时填写。3）、请务必将车辆随车清单复印件附在本表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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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现场检查（勘查）笔录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地点：

检查（勘察）人姓名及执法证号：

记录人： 工作单位：

被检查单位法定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现在负责人姓名： 年龄: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与本案关系：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其他参加人姓名及工作单位：

问：您好，我们是 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请过目确认。

答：我已确认。

问：今天我们依法调查并了解有关情况，请配合，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不得拒绝、

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如果你认为我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案，可

以申请我们回避，并说明理由。听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不申请回避。

被询问人对笔录的审阅意见：

被询问人签名： 年 月 日

询问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其他参加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 1 页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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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内容：

以下空白无效

被询问人对笔录的审阅意见：

被询问人签名： 年 月 日

询问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其他参加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 2 页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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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监督检查抽样规则知情确认单

监督检查抽样规则知情确认单

在监督检查抽样过程中，企业须严格按照检查组要求配合工作，确保抽样顺利进行。如

有以下情况可直接判定此次试验不合格：

1、生产企业不配合检查组进行检查及样品抽样；

2、企业人员私自人为破坏样品封样；

3、样品未按规定时间内送达指定地点；

4、送达样品与抽取样品不符；

5、样品未按检查组要求进行磨合；

企业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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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环保达标监督检查廉洁自律声明

环保达标监督检查廉洁自律声明

本人自愿参加此次环保达标监督检查工作，并已知晓有关工作内容、要求及规定。本人

承诺：

1、以客观、公正和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事监督检查工作；以事实为依据实施监督检查

活动，不徇私舞弊。

2、如实上报监督检查结果，对相关情况不隐瞒、不漏报。

3、未经许可，不泄露在检查过程中获得的被监督检查单位相关信息；不泄露环保部尚

未公布的信息。

4、严格按照监督检查程序实施检查，不擅离职守或擅自缩减监督检查内容、过程和时

间，且检查期间不得从事与检查无关的工作。

5、不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便利为个人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收取被检查方提供的任

何费用。

6、不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如对被检查单位进行咨询、培训或推销等活动。

7、不接受被检查方赠送的礼品、有价证券和安排的宴请、旅游及娱乐活动。

8、不向被检查方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9、检查工作期间一律禁酒，检查组成员不得在企业就餐。

10、检查组成员不得单独私下与企业人员会面，如确有必要，须由检查组长和至少一名

组员共同会见，并留下书面会谈记录。

本人对所承担的检查结果负责，并愿意承担因工作失误而引发的法律连带责任。如违反

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规定及本声明中的内容，本人自愿接受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做出的

处罚。

声明签署人：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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