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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试行）》2017年11月  安监总管三〔2017〕121号 

• 为准确判定、及时整改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以下简称重大隐患），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根
据《安全生产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印发了《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以下
简称“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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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隐患的分类

安全综合管理四要素：人、机、环、管



标题内容

机 管

环人涉及2条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

涉及6条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

涉及4条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

        

涉及8条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



•“人” 人员安全资格，涉及2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依法经考核合格。

•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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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
法经考核合格。

•       近年来，危险化学品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事故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与安全风险意识淡薄、安全生产管理知识欠缺、安全生产管
理能力不能满足安全生产需要等共性问题，人的因素是制约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最
重要因素。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企业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只有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风险意识，掌握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的基础知识、具备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技能，才能真正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      《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号)均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培训和考核作出
了明确要求，其中《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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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        特种作业岗位安全风险相对较大，对人员专业能力要求较高。

近年来，由于特种作业岗位人员由未经培训、未取得相关资质造成
的事故时有发生，2017年发生的河北沧州“5•13”氯气中毒事故、
山东临沂“6•5”重大爆炸事故、江西九江“7•2”爆炸事故均暴露
出特种作业岗位人员无证上岗，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引发事故的问题。

•       《安全生产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0号)均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相应资格
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具备高中或者相
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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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环境安全条件，涉及4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三、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 四、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及硫化氢气体管道穿越除厂区(包括化工

园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区域。
• 五、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不满足国

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 六、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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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        地区架空电力线电压等级一般为35KV以上，若穿越生产区，一旦发生倒杆、断线或

导线打火等意外事故，有可能影响生产并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反之，生
产厂区内一旦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对架空电力线也有威胁。

          本条款涉及的国家标准是指《石油化工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和《建筑
设施防火规范》（GB50016-2014）。其中，《石油化工设计防火规范》第4.1.6条要求，
“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严禁穿越生产区”，因此石油化工企业及其他按照《石油化工设计
防火规范》设计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均严禁地区架空电力线穿越企业生产、
储存区域。

         其他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则应按照《建筑设施防火规范》（GB50016-
2014）第10.2.1条规定，“架空电力线与甲、乙类厂房（仓库），可燃材料堆垛，甲、
乙、丙类液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的最近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10.2.1的规定。35kV及以上架空电力线与单罐容积大于200m³或总容积大于1000 m³ 液化
石油气储罐（区）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40m”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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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及硫化氢气体管道穿越除厂区(包括化工
园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区域。

•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3号）要
求，禁止光气、氯气等剧毒化学品管道穿（跨）越公共区域，严格控制氨、硫
化氢等其他有毒气体的危险化学品管道穿（跨）越公共区域。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些危险化学品输送管
道从原来的地处偏远郊区逐渐被新建的居民和商业区所包围，一旦穿过公共区
域的毒性气体管道发生泄漏，会对周围居民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同时，氯
气、光气、硫化氢密度均比空气大，腐蚀性强，均能腐蚀设备，易导致设备、
管道腐蚀失效，一旦泄漏，很容易引发恶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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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不满足国
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        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企业落实控制室、机柜间等重要设施防火防爆的安全防护
要求，在火灾、爆炸事故中，能有效地保护控制室内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控制室及机
柜间内重要自控系统、设备设施的安全。

          涉及的国家标准包括《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和《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控
制室或机柜间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其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的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石油化工设计
防火规范》（GB50160-2008）表4.2.12等标准规范条款提出的防火间距要求，且控制室、
机柜间的建筑、结构满足《石油化工控制室设计规范》（SH/T3006-2012）第4.4.1条等
提出的抗爆强度要求；

        （二）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的外墙应为无门窗洞口、耐火极限不低于
3小时的不燃烧材料实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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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       2014年5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第13号公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明确了陆上危险
化学品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和在役生产、储存装置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标
准。

•        同时，《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2014）等标准对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及其他建筑物外
部距离有要求的，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也应满足其要
求。

• 设置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国际上风险管控的通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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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涉及8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 七、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未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 八、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

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 九、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
• 十、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
• 十一、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 十二、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

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 十三、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 十四、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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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未
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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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液化气体充装安全风险高，一旦泄漏，
容易引发爆炸燃烧、人员中毒等事故。
•       万向管道充装系统旋转灵活、密封可靠
性高、静电危害小、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
远高于金属软管，且操作使用方便，能有效
降低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液化气体充装环节的安全风险。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
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2010〕
186号）均要求，在危险化学品充装环节，推广使用金属万向管道
充装系统代替充装软管，禁止使用软管充装液氯、液氨、液化石油
气、液化天然气等液化危险化学品。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对液化烃、
可燃液体的装卸要求较高，规范第6.4.2条第六款以强制性条文要求
“甲B、乙、丙A类液体的装卸车应采用液下装卸车鹤管”，第
6.4.3条规定“1.液化烃（即甲A类易燃液体）严禁就地排放；2.低
温液化烃装卸鹤位应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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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检测报
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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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款中规定的国家标准是指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设计规范》（GB50493-2009）、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和《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6部
分：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煤矿除
外）》



• 九、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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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第5.5部分“泄压排放和
火炬系统”对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具有泄
压排放功能的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的
设计、安装与设置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安全
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同属于压力容器的安
全卸压装置，是保证压力容器安全使用的重
要附件，其合理的设置、性能的好坏、完好
性的保障直接关系到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
生产、储存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 十、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
置不间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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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从硬件角度出发，通过对化工生产装置设置双重电源供电，
以及对自动化控制系统设置不间断电源，提高化工装置重要负荷和控制系统的安
全性。涉及的标准主要有《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和《石油
化工装置电力设计规范》（SH3038-2000）。



• 十一、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现紧急
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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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号）要求，“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装设自动化控
制系统；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装设紧急停车系统”。
•      近年来，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企业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紧急停
车系统减少了装置区等高风险区域的操作人员数量，提高了生产装置的本质安
全水平。然而，仍有部分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企业没有按照要求实现
自动化控制和紧急停车功能，或设置了自动化控制和紧急停车系统但不正常投
入使用。



• 十二、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
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
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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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0号）要求，
“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装备紧急停车
系统”和“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
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配备独立
的安全仪表系统”。



• 十三、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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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第6.3.16要求，“全压力
式储罐应采取防止液化烃泄漏的注水措施”。
《液化烃球形储罐安全设计规范》
（SH3136-2003）第7.4要求，“丙烯、丙烷、
混合C4、抽余C4及液化石油气的球形储罐应
设注水设施”。



• 十四、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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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
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实行淘汰
制度，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法律、
行政法规对目录的制定另有规定的，适用其
规定。



•“管”日常监管的缺失错位，涉及6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

• 十五、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 十六、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
• 十七、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 十八、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
• 十九、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

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新建装置未制定试
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 二十、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
混放混存。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 十五、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      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从源头控制化工和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满足安
全生产条件，提高在役化工装置本质安全水
平。一些地区部分早期建成的化工装置，由
于未经正规设计或者未经具备相应资质的设
计单位进行设计，导致规划、布局、工艺、
设备、自动化控制等不能满足安全要求，安
全风险未知或较大。



• 十六、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中最基本的一项安全制度，
也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核心，发生事故后倒查
企业管理原因，多与责任制不健全和隐患排查治理不
到位有关。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督促化工和危险化学
品企业制定落实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特点、风险分布、危险有
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等情况，制定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推进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 十七、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应负责组织制定本单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



• 十八、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
度未有效执行。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       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设备检修及相关作
业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以及其他特殊作业的
安全进行。涉及的国家标准是指《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30871-2014）
•      近年来，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动火、进入受限空间作
业等特殊作业环节事故占到全部事故的近50%。



• 十九、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
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
可靠性论证；新建装置未制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
文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本条款中“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性文件
是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2017年1月发布《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
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7〕1号）要求，企业中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金属有
机物合成反应（包括格氏反应）的间歇和半间歇反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要开展反应安
全风险评估：
•1.国内首次使用的新工艺、新配方投入工业化生产的以及国外首次引进的新工艺且未进行
过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
•2.现有的工艺路线、工艺参数或装置能力发生变更，且没有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的；
•3.因反应工艺问题，发生过事故的。 



• 二十、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
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揭阳市应急管理局        

•       禁配物质混放混存，安全风险大。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着力解决危险化学
品储存场所存在的危险化学品混存堆放、超量超品种储存等突出问题，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
•       禁配物质混放混存，安全风险大。本条款的主要目的是着力解决危险化学
品储存场所存在的危险化学品混存堆放、超量超品种储存等突出问题，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涉及的国家标准主要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易燃易爆性商
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4-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和《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6-2013）等。 



标题内容

* 

01

02 03 每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背后都是血淋淋的
事故教训。

每条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危害程度大，
整改难度偏大。

        

“20条”总结出来的三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