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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合规局 (Bureau of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59-17 Junction Boulevard, 9th Floor, Flushing, New York 11373 

记录控制 (718) 595–3855 

 

一般注册-工艺过程源、移动食品车、烧烤炉和固体燃料燃烧设备  

所有信息必须用英文填写  

• 登录 DTP 在线 CATS：www.nyc.gov/dep/cats 

• 登录后，请选择左下角“工业注册”(Industrial Registrations) 按钮 

• 您将转到“我的请求” (My Requests) 菜单选项卡 
 

新设备注册： 

• 点击“选择请求类型”(Select Request Type) 下拉菜单并选择“注册-一般流程”(Registration – General 

Process)。 

• 点击“创建”(Create) 按钮。  

• 在每个字段中填写信息。申请表上的必填字段用星号标记。（即所有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 在“设备信息”下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工艺类型”(4A)（烧烤炉、移动式食品贩卖车、固体燃料燃烧

设备（厨灶）页面底部有附加信息选项卡。） 

• 完成后，请点击“认证复选框”(Certification Checkbox) 以及“保存”或“保存并提交”(Save or Save 

& Submit) 按钮。 
 

续期注册：  （在到期日前的 180 天内提交） 

• 点击“选择请求类型”(Select Request Type)下拉菜单并选择“注册-续期”(Registration – Renewals)。 

• 点击“创建”(Create) 按钮。 

• 想要续期 - 请输入申请ID/安装 ID（例如，PB000112，无结尾字母） 

• 点击“继续”(Continue) 按钮。 

• 在每个字段中填写信息。申请表上的必填字段用星号标记。（即所有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 检查所有信息。 

• 在“费用信息”(Free Information) 下：为“是否为政府所有财产？”(Is it a government owned 

property?) 和“费用豁免”(Free Waiver) 状态选择“是”(Yes) 或“否”(No)。 

• 如果选择“是”，请选择政府代理并提供证明。从“我的请求”(My Requests) 标签页上传文

件。 

• 完成后，点击“认证复选框”(Certification Checkbox) 和“保存”(Save) 或“保存并提交”(Save & 

Submit) 按钮。  
 

要附加文档（仅 PDF），请从“我的请求”(My Requests) 菜单访问：  

• 找到申请编号/请求 ID。点击 PDF 图标并附加文件。  

• 点击“添加附件”(Add Attachment)（只能上传文件名少于 40 个字符（包括空格）的 PDF 文件。) 

• 添加附件后，点击左上角的“我的请求”(My Requests) 标签。 
 

可从“我的请求”(My Requests) 菜单提交申请并支付： 

• 点击“提交”(Submit) 图标(列表中最后一个带有绿色转发箭头的图标)。  

继续处理付款。付款的详细步骤请参见CATS 付款文档。  

• 提交成功后，申请人和所有人将收到一封自动电子邮件。  

 

如需协助，请致电 718-595-3855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atsfeedback@dep.nyc.gov  

http://www.nyc.gov/dep/cats
http://www.nyc.gov/html/dep/pdf/air/cats-payment.pdf
http://www.nyc.gov/html/dep/pdf/air/cats-payment.pdf
Catsfeedback@dep.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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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注册-适用范围 

• 工艺过程源的一般注册 - 用于环境等级为 C 的工艺设备，其产生的流量等于或大于 100 标

准立方英尺/分钟 (scfm) 且小于 2000 scfm；  

• 带辅助发动机的移动式食品车 - 所有带辅助发动机的移动式食品车必须提交注册并支付 

110 美元的费用。分类为 4 级的辅助发动机将免除最多 12 年的费用。 

• 商业烧烤炉-所有烧烤炉必须提交注册并支付 110 美元的费用。在同一设施内每周烹饪超

过 875 磅肉类的烧烤炉必须配备符合 “法规”要求的排放控制装置。 

 

1. 企业必须记录每月购买和加工的肉类数量，维护排放控制，并记录所有控制设备故

障。根据要求向 DEP 提供记录。   

2. 链式烧烤炉排放控制：DEP 已确定，符合 RCNY（《纽约市法规》）第 15 篇第 37-06(a) 

节中规定要求的链式烧烤炉排放控制装置，包括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 (SCAQMD) 认

证的带集成催化剂的烧烤炉。  如果申请人选择安装未经认证的控制装置，则其必须

提交 RCNY 第 15 篇第 37-06(a) 节中规定的测试数据。    

SCAQMD 列表链接：www.aqmd.gov/docs/default-source/permitting/product-

certification/charbroilerscatalysts.pdf?sfvrsn=0  

3. 底部加热控制：申请人必须提供 RCNY 第 15 篇第 37-06 (b) 节中规定的测试数据。根据

本法规安装和/或操作的任何排放控制装置必须符合《纽约市消防规范》 FC 部分第 

609.4.1 节的要求。系统必须由持有 FDNY 认证的 P-64 商业厨房排气和除尘器清洁技术

员证书的人员进行清洁。 

• 固体燃料燃烧设备（烹饪炉）- 如果烹饪设备主要使用煤炭、木材或其他固体燃料并在食

品店现场使用，则必须向 DEP 提交注册并支付 110 美元的费用。根据第 24.149.5 (b) 节规

定，烹饪设备必须与 DEP 认证的商用烹饪炉排放控制设备一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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