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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近期，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调度分析了各地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情况，全省共有 9600 余家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经营企业开展了自查自

纠，各市、县（市、区）应急部门共对 6380 余家企业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

了 34700 余项问题和隐患，均依法下达了整改指令、督促企业限期整改。但

是，受春节期间停产放假和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复产复工受阻，到岗职工较

少，尚未开展自查自纠或者自查自纠质量不高；部分应急部门忙于疫情防控，

人员和精力投入不足，执法检查进度迟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趋于尾

声，集中整治剩余时间已不足 2 个月，各市、各有关部门要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加快整治进度，提高工作质量，确保按时完成各项集中整治任务。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当前安

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现就抓好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企业自查自纠措施。各市、县（市、区）要按照《全省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实施方案》（鲁安办发〔2019〕77 号），组织和督促

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对照企业层面的 15 项问题清单，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落实

“双签字、双备案”管理措施。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组织梳理了 2019 年全省迎接

建国 70 周年安全专项整治及其他检查整治发现的共性问题和隐患（见附件

1），各市、县（市、区）要迅速传达到辖区内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督促已自

查自纠的企业对照开展进一步排查整改，未自查自纠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对

照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改，切实落实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 

二、深入开展执法检查。各市、县（市、区）要对前期集中整治情况进行

梳理分析、查缺补漏，采取“四不两直”暗访抽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等方式，深

入分析研判疫情对安全生产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动火和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试生产、开停车、检维修

等事故易发多发环节执法检查，督促企业深入开展反“三违”行动。要充分依托

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加强网上巡查和监督，推动企业



抓好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落实安全风险研判和承诺公告制度。要坚持区别对

待原则，对企业自查发现问题隐患且自行整改的，无论是否整改完成，均不予

处罚；对未认真开展自查，以及执法检查新发现的问题隐患，依法严格进行处

罚，强化整改闭环管理。 

三、组织一次警示教育。进入 2020 年以来，省内外先后发生多起化工行

业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和废弃处置环节的事故，省政府安委会办公

室搜集整理了这些事故情况（见附件 2）供参考。集中整治期间，各市、县

（市、区）要充分利用省应急厅编写的《2019 年度全省化工行业及危险化学品

领域事故分析报告》和 2020 年以来省内外化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组织

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一次事故警示教育，督促

企业开展一次全体员工事故警示教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各项防范措

施。 

四、强化部门齐抓共管。各市、县（市、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充分发

挥协调和督办作用，通过制发提醒、警示、问题线索移交、督办函等方法，推

动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治理各类

风险隐患。各有关部门要对照《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实施方案》

政府层面的问题清单，认真开展自查自改。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开展督

导调研，对集中整治措施不力、自查自纠走过场、问题隐患整改不到位的，严

格实施警示、通报等措施。 

  

附件：1．2019 年全省各类整治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和隐患 

          2．2020 年以来省内外化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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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全省各类危险化学品整治及 

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和隐患 

 

对全省迎接建国 70 周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吸取

江苏“3·21”事故教训排查整治紧急行动、危险化学品重点县

专家指导服务等各类整治检查活动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进行

归纳梳理，主要的共性问题和隐患如下： 

一、安全基础管理方面 

1、部分企业安委会职能发挥不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1）安全生产委员会决策职能发挥不够，安全生产责任

制未做到全覆盖，部分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的职责部门

与企业实际部门设置不完全相符。 

（2）《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管理制度》未明确对企业负

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定期考核，予以奖惩。 

（3）《领导干部现场带班管理制度》未明确带班人员考

核部门及考核频次等内容；部分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各级管理

人员未严格履行带班制度，无相关人员签字。 

（4）未建立异常工况下应急处理的授权决策机制；部分

管理人员职责不符合省政府 311 号令规定。 



2、部分企业制度制定缺失较多，现有管理制度不足以满

足现场管理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1）法律法规识别工作不到位，导致企业现行制度制定

有缺陷，制度有缺陷导致制度执行不到位。 

（2）未建立安全生产承诺公告制度、应急器材管理与维

护保养制度、车间装卸作业时接口连接可靠性确认制度等。 

（3）抽查《劳动护品管理细则》，劳动防护用品未制订

配备标准，无采购、保管等相应的内容。 

（4）抽查《应急预案管理细则》部分内容缺失（如预案

的修订，评估内容等）。 

3、部分企业变更管理工作开展水平较低，未执行变更管

理制度和相关要求，变更风险不可控。主要体现在： 

（1）变更管理制度不健全，职工不知道变更管理，不理

解变更管理。 

（2）变更管理档案不完善，工艺变更中未制定、落实安

全风险管控措施，工艺变更中缺少验收程序。 

（3）未将生产组织方式和人员等方面发生的所有变化，

纳入变更管理制度，无变更的技术基础、可能带来的安全风

险等内容。 

（4）未建立变更管理制度，未提供变更后相关人员的培

训资料。 

4、部分企业承包商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管理缺失。主



要体现在： 

（1）企业的事故管理制度中没有将承包商在本单位内

发生的事故/事件纳入企业的事故管理的内容。 

（2）未对承包商用工合同、工伤保险、健康证明等进行

审查。 

（3）未对承包商的安全作业过程进行安全检查。 

（4）未保存承包商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前的现场安全交

底记录，未保存承运商人员的入厂安全培训教育记录。 

（5）未提供审查承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书和

企业建立的承租承包单位人员档案、培训档案、作业票证的

相关资料。 

（6）未建立合格承包商档案，未将消防维保单位等承包

商纳入承包商管理。 

5、事故/事件管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部分企业未将生产事故征兆、非计划停工、异常工况、

泄漏等纳入事故/事件进行管理。 

6、部分企业安全培训教育管理流于形式，培训内容和范

围不全面。主要体现在： 

（1）培训需求调查表内容不符合要求。 

（2）部分企业安全生产年度培训计划中安全生产责任

制教育培训工作未将全员纳入，未包含对所有岗位从业人员

（含劳务派遣人员、实习学生等）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



培训。 

（3）安全培训内容记录过于简单，如对培训的特种设备

操作规程内容，无关于操作规程的记录。 

（4）安全培训记录未明确学时。 

（5）针对特殊作业的安全培训，试卷考试内容针对性不

强。 

7、部分企业特种作业取证不全或学历不符合要求。主要

体现在: 

（1）未提供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的学历证明。 

（2）部分企业涉及防爆电气类作业，但企业内未配备相

关电气特种作业人员。 

（3）部分企业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工、低压电气作业人

员配备也较少，不能满足岗位要求。 

8、部分企业开停车、试生产管理不规范。主要体现在： 

（1）开停车前，企业未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分析，未编制

安全措施。 

（2）未见开停车步骤确认表；未见相关冲洗、吹扫、气

密试验记录。 

（3）开车前企业未对重要步骤进行签字确认。 

（4）无单台设备交付检维修前与检维修后投入使用前

的安全条件确认资料。 

9、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符合要求。主要体现在： 



（1）《安全生产投入保障生产制度》未按照省政府 311

号令修订，制度中的列支范围不符合省政府 311 号令第十七

条的规定，如：企业不涉及重大危险源但制度中有“重大危

险源评价整改”支出的内容。 

（2）2019 年安全费用提取计划未按照公司《安全投入

保障制度》的要求以 2018 年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用

超额累退方式逐月提取。 

（3）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或安全生产责任险。 

10、部分企业危险化学品管理混乱。主要体现在： 

（1）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

的部分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2）建立的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不完善。 

（3）仓库储存的物品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进行存放。 

（4）原料库存放的原料未标识原料名称、数量，且与墙

的间距不符合要求。 

（5）易燃易爆性商品存储库房未设置温湿度计。 

（6）采购的危险化学品“一书一签”中的法规信息未及

时更新，危化品入库未粘贴危化品安全标签，专用仓库未实

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7）危险化学品仓库物品混乱放置，占用消防通道，阻

挡消防栓。 



二、工艺安全管理方面 

1、部分企业工艺运行管理不规范，联锁投用与摘除存在

管理漏洞。主要体现在： 

（1）部分企业控制室内所有控制指标未标注仪表位号，

易造成操作人员误操作。 

（2）DCS 控制界面未按照设计图纸进行设置，部分参数

报警的低低、低、高、高高限值设置不全或设置的报警、联

锁值不正确。 

（3）DCS 控制系统远传显示值与实际值不一致。 

（4）DCS 控制系统报警以及联锁切断违规拆除。 

（5）未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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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开展反应

安全风险评估。 

2、部分企业工艺报警分析和处置不及时。主要体现在： 

（1）未对工艺报警进行记录，对报警原因不进行分析。 

（2）报警台账中无采取的相应处置措施记录。 

3、部分企业装卸车工艺操作规程内容不全，可操作性

差。主要体现在： 

（1）装卸车操作规程普遍缺少对司机、车钥匙、轮档、

车辆静置时间等管理要求。 

（2）对上部装车初流速缺少控制措施；对现场监护人员

无明确要求。 



（3）未按照不同物料危险特性提出针对性的控制与应

急处置措施。 

（4）危险化学品装卸/运输审核许可证中无接口连接可

靠性确认检查项。 

（5）未按照不同物料危险特性提出针对性的控制与应

急处置措施。 

4、部分企业工艺技术管理水平低下，操作规程工艺卡片

管理混乱。主要体现在： 

（1）制定的工艺安全信息文件不完善，操作规程的内容

不全面，操作规程中缺少物料平衡表、能量平衡表，偏离正

常工况的后果、临时操作、应急操作、紧急停车的安全要求、

工艺参数一览表（包括设计值、正常控制范围、报警值及联

锁值）等内容。 

（2）设备位号及控制参数设定值与操作规程中描述不

一致。 

（3）在作业现场未存最新版本的操作规程文本，未设置

工艺卡片。 

三、设备管理方面 

1、部分企业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

电器设备。主要体现在： 

（1）爆炸危险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制冷机等设备为非防

爆电气设备。 



（2）部分电气设备的防爆等级不满足要求，如加氢工艺

电机防爆等级为 BT4等级，不满足防爆等级要求。 

2、部分企业设备综合管理有缺失。主要体现在： 

（1）对设备管理认识不足，缺乏统一协调要求。 

（2）设备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对设备进行预防性检维

修的概念。 

（3）缺少设备检修计划和方案，缺少对机泵的维护保养

要求。 

（4）企业的现场设备管理水平不高，管道缺少介质流

向、标识。 

3、部分企业对平台、护栏、斜梯管理不规范。主要体现

在：护栏平台腐蚀严重或未按照 GB4053-2009 的规定进行设

计和安装。 

4、部分企业设备管理制度不全面，台账、记录不完善。

主要体现在： 

（1）未建立与生产紧密相关的《润滑管理制度》、《巡检

管理制度》、《防腐保温管理制度》、《泄漏点管理制度》、《检

维修管理制度》、《防腐蚀管理制度》等制度。 

（2）未建立易发生泄漏部位的泄漏检测台账、记录。 

5、部分企业重点设备设施防腐管理、防泄漏管理不到

位，现场设备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存在易腐蚀的储罐未制定全面检查周期计划。 



（2）设备和管线的排放口、采样口等排放部位设置单

阀，未采取加装盲板、丝堵、管帽、双阀等措施。 

（3）腐蚀性机泵、储罐周边地面未防腐，涉及腐蚀性物

料管线阀门未设置防喷溅罩等措施。 

（4）储存ⅠⅡ级毒性液体的储罐未采用密闭采样器，其

残液未采用密闭排入专用收集系统，防火堤有裂缝等。 

（5）泵、阀门填料有泄漏。 

6、部分企业安全阀管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1）安全阀的根部阀无铅封或铅封损坏；溶剂罐区储罐

安全阀前截止阀未设锁定措施、未设置“禁止关闭”标志。 

（2）环氧乙烷计量罐、反应釜安全阀底部未设置爆破

片，安全阀出口管道未充氮。 

（3）安全阀放空管高度不满足要求。 

7、部分企业大型机组、机泵的管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1）存在转动部位防护罩缺失或防护面积不足。 

（2）机组润滑未执行“五定”、“三级润滑”管理。 

四、电气管理方面 

1、企业电工特种作业取证不全，缺少高压电工作业或防

爆电气作业。主要体现在： 

部分企业涉及高压及防爆电气类作业，但企业内未配备

相关电气特种作业人员，低压电气作业人员配备也较少。 

2、电气设备接地不规范。主要体现在： 



（1）电机外壳接地不符合《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

范》（GB／T50065-2011）的规定。 

（2）非金属储罐、循环水冷却塔未设置防雷接地，不符

合《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GB50650-2009）的规定。 

（3）涉及可燃介质的管道法兰跨接不全，车间内部分接

地线脱落。 

五、仪表管理方面 

1、部分企业仪表相关记录不健全。主要体现在： 

（1）企业无联锁逻辑图、定期维修校验记录、临时停用

记录等技术资料。 

（2）储罐液位高、低限报警的逻辑变更未办理审批手

续。 

（3）未建立回路投用前测试相关记录。 

（4）仪表报警和响应处置记录表中报警类别和处置情

况填写不具体，如 2019 年 11 月 610 车间多次出现 1 期 HT

氮封压力低限报警，处理方式为加强巡检，未有针对性的采

取措施。 

2、部分企业电气仪表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主

要体现在： 

（1）自动化仪表管理制度无 DCS 变更管理相关制度要

求。 

（2）未提供安全仪表系统评估报告。 



（3）虽然建立了仪表巡检记录，但巡检频次不足。 

（4）未提供控制系统检维护记录、检修记录表单。 

（5）虽然设置了 DCS 控制系统，但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

现场检测元件、执行元件未设置联锁标志警示牌。 

（6）自控联锁未设置权限，随意摘除，未办理相应联锁

摘除作业票。 

（7）重大危险源罐区 DCS 系统未设置报警值及连锁；未

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 

（8）现场控制器系统中设置的高低液位报警、高高低低

液位联锁进出料切断阀与储罐 PID不符。 

3、部分企业设置了安全仪表系统，但未提供安全仪表功

能的功能性和完整性分级记录，未提供 SIL 等级验证报告。 

4、部分企业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现场管理不到

位。主要体现在： 

（1）未对现场报警器进行有效固定。 

（2）报警器报警灯锈蚀严重、安装高度不符合规范要

求。 

（3）报警仪线路故障，信号未连接至气体报警仪控制

器。 

（4）进入可燃、有毒气体的区域内的人员未佩戴便携式

检测仪。 

5、部分企业压力表无上下限标识及检验标志或压力表



量程选型不当。主要体现在： 

（1）蒸汽缓冲罐、仪表气缓冲罐等未设置压力表上下限

标识及检验标志。 

（2）压力表所标上限低于实际操作压力。 

六、消防应急方面 

1、部分企业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1）企业仅提供了公司级的应急指挥系统，未提供成立

车间级指挥系统相关材料，缺少车间级指挥人员的职责，应

急指挥系统缺失。 

（2）企业仅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救援预案》

和《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未制定现场处置卡。 

（3） 企业实施的《安全管理制度》，无《应急器材管理

与维护保养制度》；建有《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但该制

度侧重储备管理，无检查、维护管理相关内容。 

2、部分企业应急器材配备不足。主要体现在： 

部分岗位未按要求配备应急器材或应急器材数量不足，

缺少防爆手电、对讲机、便携式气体报警仪等应急救援器材。 

3、部分企业应急器材管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1）应急救援器材现场摆放混乱。 

（2）应急器材维护保养不全，缺少部分应急器材的维护

和保养记录，如空气呼吸器应检查气瓶压力。 

（3）现场抽查部分操作人员穿戴空气呼吸器，部分职工



不能现场熟练进行穿戴，佩戴空气呼吸器未检查面罩气密

性，未检查气瓶余压报警。 

4、部分企业消防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主要体现在： 

（1）消防管理制度浮于表面，执行不到位。 

（1）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不科学，影响应急状态下正

常使用。 

（2）消防器材的日常维护、保养缺失。 

（3）消防栓未编号，未采取防冻措施，未就近配置消防

水带、扳手。 

（4）灭火器、泡沫液未建立更换记录。 

（5）冷却水系统未定期检查、喷嘴未建立除锈排渣记

录。 

（6）消防水泵房未设置应急照明，未设置安全出口标

志。 

（7）消防报警室未建立报警处置记录。 

（8）未提供工艺装置的消防水幕和储罐的水喷淋冷却

系统每年定期检查和试用记录。 

七、总图方面 

1、部分企业存在总平面布置图与现场不一致的问题，如

某企业 8-DM工艺原设计位于生产车间 2，现位于生产车间 1

（SR02车间）内，位置发生变化；机修车间现为办公楼，功

能发生变化；堆场内建设有氯气库，与原设计专篇总图不一



致；总图发生较大变化。 

2、部分企业仓库之间间距不足，未按照总图设置防火

墙。 

3、部分企业存在车间与办公楼之间、储罐与防火堤之

间、储罐专用泵与储罐间距以及车间与围墙之间间距不足的

问题。 

八、特殊作业管理方面 

1、部分企业作业票填写不规范、危害识别不全、未办理

作业票。如某企业动火安全作业证（编号：20190709002）涉

及的其它作业用电作业票，未填写票号，位号辨识不全，缺

少火灾、灼烫、电焊烟尘等；临时用电作业票中危害辨识不

全面，缺少火灾、灼烫的内容。 

2、部分企业作业票证时间不符，逻辑混乱，动火作业票

审批时间晚于动火时间。 

3、部分企业安全风险较大的设备检维修等危险作业未

制定相应的作业程序。 

4、部分企业的动火作业票填写不规范，抽查的动火作业

票时间内作业中断超过 60分钟，未重新分析；动火作业票缺

少安全部门和动火作业监督人签字。 

5、部分企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对作业环境

中可燃气体浓度标准的规定不符合 GB30871的要求，票证中

未按规定每 2小时进行一次气体分析。抽查的受限空间作业



票氧含量检测频率不足，作业时间为 8:30-17:30，只在 8:30

一次，13:30 一次。 

6、部分企业特殊作业监护人员职责落实不到位，甚至缺

乏作业现场监护。 

7、部分企业对作业风险辨识分析不到位，甚至缺少风险

辨识分析，安全控制措施缺失。 

 

 

 

 

 

 

 

 



附件 2： 

 

2020年以来省内外化工行业及 

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 

 

一、我省化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 

1 月 16 日 14 时左右，位于泰安市新泰市翟镇工业园

区内的新泰明瑞化工有限公司发生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3 人轻伤。事故经过：新泰市明瑞化工有限公司

组织施工人员在硫酸计量罐保温施工过程中，因计量罐顶

部破裂致使硫酸外溢，造成现场施工人员发生高处坠落和

硫酸灼烫。事故原因初步分析：计量罐超液位注入硫酸，

罐顶呼吸阀维护不到位发生堵塞，外来施工人员登高作业

时未系安全带。 

3 月 3 日 11 时左右，位于临沂市沂水县庐山化工产业园

的临沂福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1 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60 万元。事故经过：临沂福德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焊接储罐的铭牌支架动火作业中，储罐

发生爆炸，致罐体整体飞起数米后落至防火堤东南角，并起

火燃烧。事故原因初步分析：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持续焊

接导致事故储罐罐壁局部高温，引起罐内爆炸性混合气体发

生爆炸。 



3 月 17 日 16 时左右，位于临沂市临沭县工业路北首的

山东固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发生爆燃事故，未造成人员

伤亡。事故经过：山东固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危险废物

处置企业，其仓库（内存约有 22 吨亚硝酸钠和 27 吨氯酸钠）

突然发生爆燃，并引燃附近净水剂生产厂房。事故原因初步

分析：该公司仓库内电器线路老化着火，仓库内存放的氯酸

钠、亚硝酸钠遇热后发生爆燃导致事故发生。 

二、外省化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 

（通过网上搜集的部分事故，未见事故原因分析） 

 1 月 3 日 16 时左右，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厚田乡象潭

村一加工提炼工业油作坊，在将食用油残渣加工提炼成工

业油后，操作工人拿割枪切割含残渣油的油桶时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1 月 7 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集团股份公司钛冶炼厂

氧气液化器泄漏爆炸事故。运转作业区职工在 2 号氧气站

液氧汽化器泄漏点附近用手机对泄漏点进行拍照，随即发

生爆炸，爆炸冲击波造成 1 人死亡。 

1 月 7 日，浙江湖州市南太湖新区三环西路发生一起槽

罐车侧翻事故，大量甲基丙烯酸甲酯泄漏，未造成人员伤

亡。 

1 月 8 日中午，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石湖州立交桥

底两辆油罐车发生相撞，一车侧翻，另外一车中部分丙烯



酸丁酯泄漏，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月 14 日 13 时左右，广东省珠海市长炼化工厂重整与

加氢装置预加氢单元发生闪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月 17 日 19 时左右，贵州省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

的贵州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氧化工段生产装置发生硫醚燃

烧，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1 人轻伤。 

1 月 18 日，319 国道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茶庵铺镇地

段，一 19 吨液化石油气的罐车发生侧翻，罐体完好，未发

生泄漏，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月 18 日 16 时左右，北京市延庆区京银路大秦铁路桥

下一辆装载 33 吨的甲醇罐车在发生泄漏，未造成人员伤

亡。 

2 月 7 日 16 时左右，广东省茂名市润东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一个容量 1000 立方米的内浮顶罐着火，发生火灾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月 11 日，辽宁葫芦岛经济开发区的辽宁先达农业科

学有限公司烯草酮车间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 5 人死

亡，10 人受伤。 

2 月 14 日 10 时左右，瓦房店市复州城镇永丰村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满载饲料的大货车和一辆空油罐车迎面

相撞，发生漏油现象，油渍绵延十几米，未造成人员伤

亡。 



2 月 24 日 6 时 40 分，宁夏省宁东基地临河工业园区 A

区金鸿物流停车场两辆危险化学品运输罐车相撞，造成其

中一辆储运甲醇罐车破裂，发生甲醇泄漏事故，未造成人

员伤亡。 

3 月 4 日，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保定博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检维修过程中，发现反应釜内有春节前剩余的部分物

料没有清理，物料在釜内已凝固，员工加入乙醇溶液并通入

蒸汽加热溶解釜内凝固物，下班时将蒸汽关小继续供热加

温，致使黄体酮车间发生爆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月 10 日 8 时左右，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火车站附近亮

马化工厂存放甲醇的仓库发生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 300 平

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月 12 日 15 时左右，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108 国道罗

江至金山白家宴收费处路口，一辆拉载大型石料的货车与一

辆拉载“次氯酸钠”的罐车相撞。 

3 月 12 日 9 时 15 分，浙江慈溪沈海高速公路往上海方

向 1433 公里处，一重型货车因跟车距离过近追尾了在第三

车道正常行驶的槽罐车，造成槽罐车内所载的液碱泄漏，

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月 14 日 21 时左右，辽宁省大连市金石滩转盘东侧十

字路口一辆小货车与路灯相撞，货车携带的油桶发生漏油。 

3 月 16 日 10 时左右，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园区的兰



博尔开封科技有限公司东南角的一处废料堆积棚（主要物

料为氯代苯酚中间体）突发火灾事故，无人员伤亡。 

3 月 19 日 10 时 50 分，杭金衢高速江西方向 300K 处，

一辆江苏籍危险品运输车因车辆急刹和货物固定不到位，

导致 1.25 吨硝酸的专用桶破裂引发泄漏，未造成人员伤

亡。 

3 月 23 日 15 时左右，S2002 太原二环高速，三辆货车

连环追尾导致最后面一辆 34 吨油罐车的罐体破裂，造成大

量汽油外泄。 

3 月 30 日 12 时许，湖南邵阳 S91 洞城高速一辆甲醇槽

罐车发生泄漏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月 25 日 19 时 15 分，云南楚雄永武高速一辆装载

32.68 吨粗苯的槽罐车发生泄漏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