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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委办关于转发《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

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各街道镇、各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安委办工作要求，持续深化危险化学品重

点风险防控，全面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

坚决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现将《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

工作的通知》（沪安委办[2020]33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

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强化组织领导，认真落实任务分工

各单位要按照市安委办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区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将此次专项排查治理作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普安办〔2020〕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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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的重要工作来抓，强化责任主体，厘清职责分工，扎实开展

危险化学品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

二、强化摸底排查，持续加大整改力度

各单位要认真对照市安委办下发的《五类企业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表》《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详见附件），在

前两轮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化学品安全专项排查治理的基础上，

延伸开展第三轮排查治理，建立档案清单，督促企业更新突出问

题和重大隐患“两类清单”并逐级上报，坚决落实隐患整改，实

现闭环管理。

三、强化日常沟通，切实做好信息报送

各单位要密切联系，分工合作，对排查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沟通情况，明确分管负责人和工作联络员，

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和联系。各单位于 11 月 27 日（周五）

前将检查情况汇总后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并于 12 月 28 日（周

三）前将工作总结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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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硝酸铵等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

理工作的通知》（沪安委办[2020]33 号）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0 日

（联系人：盛佳妮、刘健炜，电话 52564588*5916、5960，电子

邮箱：liujianwei@ptq.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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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70 份）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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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安委办〔2020〕33 号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
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中央在

沪国有企业、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

神，持续深化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防控，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

治理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20〕5号）部署要求，本市决定组

织开展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

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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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防控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

推进前两轮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化学品安全专项排查治理发现的

问题隐患深入整治到位，并延伸开展生产、储存硝化棉、氯酸钾、

氯酸钠、液氯以及涉及硝化工艺危险化学品企业（以下简称五类

企业）的安全专项排查治理，持续推进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企业的检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

二、主要内容

（一）组织开展前两轮排查治理工作发现问题隐患“回头

看”。各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回顾前两轮安全专项排查治理

情况，特别是对风险隐患整改的落实要逐一进行“核查销账”，督

促企业的问题隐患整改到位，确保风险管控措施落实。

（二）延伸开展五类重点涉爆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排查治理。

各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按照工作职责，组织对硝化棉、氯酸钾、

氯酸钠、液氯、涉及硝化工艺等五类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排查治理。

对爆炸性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全面排查问题隐患，重点检查储存、

运输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并建立一企一策，跟踪问题隐患的

整改治理；对硝化工艺企业要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风

险评估机制和结果运用情况；液氯企业应重点检查贮槽厂房密闭

情况，泄漏报警装置与吸收系统联锁情况，万向管道充装系统完

好情况等。（排查表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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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市区

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组成工作专班，健全联合监管机

制，推动工作落实。按照“六个集中”（集中会商、集中培训、集

中检查、集中督办、集中曝光、集中演练）工作机制，对上一轮

联合督导检查发现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核检查，并逐步建立健全常

态化联合监管。各区要重点检查重大危险源罐区仓库安全、消防设

施设备的完好有效情况，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

负责人包保管控责任的情况，督促三、四级重大危险源企业有关监

测监控数据在 10 月底前接入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排查表见附件2）

（四）持续加强其他涉及爆炸危险单位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各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在前两轮检查的基础上，深化涉及爆炸性

危险货物的储存、运输等重点环节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对

港口、码头、堆场、化工园区和有关企业进行安全风险隐患的复

核检查，并督促问题隐患整改。

三、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10 月中旬）。各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

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进行动员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职责分工，细化时间安排，启动相关工作。各区应急管理局对

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企业以及五类企业进行全面摸底，建档立账。

（二）企业自查（10 月下旬）。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企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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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两轮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清单逐一落实整改，并结合本轮检查

要点重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五类企业及重大危险源企业要对照

检查要点认真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工作。企业自查要形成

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清单。

（三）督导检查（11 月上旬至 12 月上旬）。各区安委会组织

对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企业以及五类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市区

两级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进行全覆盖检查督导；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任务分工，对相关港

口、码头、堆场、化工园区和有关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并督促问

题隐患整改。

（四）整改验收（12 月中下旬）。企业对自查和政府排查发

现的问题隐患要立查立改；各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要按照“谁检查、谁验收”的原则，督促企业各项问题隐患的整

改落实，实现闭环管理。

四、工作要求

（一）厘清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各区、各有关部门要

深刻认识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要按照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厘清职责分工，

狠抓责任落实，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扎实做好

本轮专项排查治理各项工作。

（二）建立档案清单，强化隐患整改。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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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企业、五类企业、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

港口、码头、堆场、化工园区等涉及爆性危险物有关企业明细档

案，将上述企业列入重点监管企业名单。要督促相关企业建立问

题清单和整改措施清单，按照五落实要求，严格问题隐患的闭环

管理。对整改措施不落实、重大问题悬而不决、重大风险隐患拖

延不改的，市区两级安委会办公室要严格实行挂牌督办，强化追

责问责。

（三）加强沟通协调，严格信息报送。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工作协调，及时对进展情况、发现问题、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

分析。同时强化信息报送制度，确定分管负责人和工作联络员，

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和联系。10 月 20 日前将硝酸铵等爆炸危险

性企业、五类企业、重大危险源企业，以及港口、码头、堆场、

化工园区等涉及爆性危险物有关企业明细上报市安委会办公室，

各区各有关部门于每月 15 日、30 日将检查情况汇总后报送市安

委会办公室（详见附件 4、5），并于 12 月 30 日前将工作总结报

送市安委会办公室。

附件：1.五类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2.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3.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联系表

4.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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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作情况统计表

5.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

治理工作明细表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4 日

（联系人：谭英杰，电话：54667262，18918880060，传真：

54667345，电子邮箱：shajjwh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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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五类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序号 液氯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内容

1 液氯企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满足 GB/T 37243的要求。

2
液氯气瓶充装厂房、液氯重瓶库是否多点配备可移动式非金属软管吸风罩，并与事故氯

吸收装置相连。

3
是否在涉氯工作场所设置事故通风装置及与通风系统相联锁的泄漏报警装置；通风装置

的控制是否分别设置在室内、室外便于操作地点。

4
液氯气化器、贮槽（罐）等设施设备的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是否装有带远传报警的

安全装置。

5
液氯气化器、预冷器及热交换器等设备是否装有排污装置和污物处理设施，并定期分析

NCl3含量（排污物中 NCl3含量不应大于 60g/L）。

6
是否严格禁止液氯＞1000kg的容器直接液氯气化，禁止液氯贮槽（罐）、罐车或半挂车槽

罐直接作为液氯气化器使用。

7

使用氯气作为生产原料时，是否使用盘管式或套管式气化器的液氯全气化工艺；是否控

制液氯气化温度不得低于 71℃，热水控制温度 75～85℃；采用特种气化器（蒸汽加热），

是否控制温度不得大于 121℃；气化压力与进料调节阀是否联锁控制，气化温度与蒸汽调

节阀是否联锁控制。

8
液氯贮槽（罐）厂房是否采用密闭结构，同时配备事故氯处理装置；建构筑物设计或改

造是否防腐蚀。

9

液氯贮槽（罐）液面计是否采用两种不同方式，采用现场显示和远传液位显示仪表各一

套，远传仪表是否采用罐外测量的外测式液位计。液氯贮槽（罐）的就地液位指示，是

否禁止选用玻璃板液位计。

10 液氯充装是否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液氯管道是否禁止采用金属软管。

11 使用气瓶时，是否有称重衡器；使用前和使用后是否登记重量、瓶内液氯不能用尽。

12 是否禁止液氯的实瓶露天堆放。

13
液氯仓库是否设置事故氯吸收（塔）装置，具备 24小时连续运行的能力，并与电解故障

停车、动力电失电联锁控制。

14 液氯储存是否至少配备一台体积最大的液氯槽（罐）作为事故液氯应急备用受槽（罐）。

15 液氯储存、充装和气化岗位的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特殊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16 是否严格落实氯气管道禁止穿越除厂区（包括化工园区、工业园区）外公共区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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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工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内容

1 硝化工艺作业人员、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

2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是否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水平。

3
是否建立工艺安全信息档案，全面收集并确保相关管理人员和岗位员工熟知生产过程涉及

的化学物料特性、工艺和设备等方面的安全生产信息，是否落实相关岗位操作法的培训。

4
是否按规范要求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并按照反应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反应工艺危险度

等级和评估建议，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

5 新开发的生产工艺是否经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再进行工业化生产。

6

是否对生产过程涉及的相关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副产物及废弃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

同时对储存、蒸馏、干燥、分离等单元操作全流程开展风险评估，并依据测试结果和风险

评估结果，设置安全防控措施。

7
硝化反应及其配套上下游装置是否由符合资质的设计院设计，现场设备、管道流程布局是

否与设计图纸一致。

8
控制室、交接班室、办公室、休息室、外操室、巡检室、化验室等是否布置在硝化上下游

工艺生产厂房和硝化物仓库内，是否在现场集中交接班。

9
是否按照 GB/T37243、GB36894等标准规范确定企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在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内是否布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

10
是否对硝化反应釜内温度、搅拌速率、硝化剂流量、冷却水流量、pH值、硝化产物中杂质

含量、精馏分离系统温度、塔釜杂质含量等重点参数进行监控。

11
硝化反应釜内温度、釜内搅拌、硝化剂流量、硝化反应釜冷却水等是否形成报警和联锁关

系。

12
硝化系统（含同一车间内的其他设施）是否设立紧急停车系统，并在控制室设紧急停车按

纽。

13
硝化工艺的上下游配套装置是否实现自动化控制，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自动化系统装备

投用率是否达到 100%；同一车间内的其他产品生产设施是否实现自动化控制。

14
硝化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紧急切断装置的装备

和使用率是否达到 100%。

15
硝化车间、配套罐区和涉及硝化物后处理等现场是否设置声光报警装置和远程视频监控设

施。

16 硝化釜搅拌在电网停电时无法满足安全停车要求的，是否设置独立的后备电源（EPS）供电。

17 是否控制硝化生产车间（区域）同一时间现场操作人员在 3人以下。

18

硝化反应是否控制加料速度，加料操作是否实现自动控制并设置安全联锁。是否控制最大

允许流量，设置滴加物料管道视镜，设置固定的不可超调的限流措施。是否明确混酸与物

料比率，混酸中硝酸与硫酸的比率，并制定配比发生异常或波动时的处置措施。



—13—

19
硝化釜中是否设置双温度计；是否严格控制硝化反应温度上下限，禁止温度超限特别是超

下限状态，避免物料累积、反应滞后引发的过程失控。

硝化棉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内容

1
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按照 GB/T 37243要求进行可接受风险评估并满

足要求。

2
硝化棉是否采用钢桶、纸筒、纸箱、符合纸袋包装，内袋是否采用聚乙烯防静电塑料袋并

使用热合、二次扎口捆扎等密封形式，确保湿润剂不流失。

3
是否采取可靠措施确保内外包装袋之间不得夹带硝化棉，外包装不得粘附硝化棉，盛装过

硝化棉的容器或包装物是否彻底清理干净。

4
硝化棉储存是否在单独专用仓库，不得露天存放。专用仓库是否符合 GB50016或《火药、

炸药、弹药、引信及火工品工厂设计安全规范》。

5 硝化棉储存温度是否低于 35℃，高于 35℃时是否有降温措施。

6 硝化棉是否与酸、碱、氧化剂、还原剂等混存，自生产包装之日起储存是否应超过两年。

7
硝化棉储存仓库是否指定专人管理、看护，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仓库，是否有在仓库区吸烟

和用火现象，其他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是否带入仓库区，是否在仓库区内住宿。

氯酸钾、氯酸钠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内容

1 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2 企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制度是否落实。

3 储存库房操作人员是否经过专门培训，是否熟练掌握物料危险特性等安全信息。

4 储存库房是否远离火种、热源。

5 储存库房是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6
是否与还原剂、强酸、铵盐、有机物、易燃、可燃物分开存放；氯酸钾是否与硫化物分开

存放。

7
储存库房是否设有温度湿度监测仪及强制通风、喷淋灭火设施；是否规定库房温度不得超

过 30℃，相对湿度是否超过 80%。

8 产品包装危险性提示是否完整，是否有明确的遇火、遇热易发生爆炸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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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序号 排查内容

1
重大危险源有关监测监控数据是否按要求全部接入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

测预警系统并正常投用，视频监控系统是否 24小时处于正常投用状态。

2 企业是否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严格落实。

3

是否实现每一处重大危险源明确并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包

保管控责任，有关信息是否写入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并作为预

警对象。

4 危险化学品储罐是否超温、超压、超液位操作和随意变更储存介质。

5 危险化学品储罐安全阀切断阀、泄压排放系统和冷却降温设施是否完好且正常投用。

6
危险化学品罐区温度、压力、液位、可燃及有毒气体报警和联锁系统是否投用，重要

参数是否能够远传和连续记录。

7 是否严禁内浮顶储罐运行中浮盘落底。

8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是否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

爆炸危险场所是否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9

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是否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

液化气体和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是否配备独立的安全

仪表系统。

10 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是否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11
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是否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

统。

12
危险化学品罐区库房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值班操作人员是否会熟练使用；消防控

制室、消防水泵房、泡沫泵房是否正常运行。

13

是否未进行气体检测和办理作业许可证，在油气罐区动火或进入受限空间作业；是否

使用未经培训合格人员和无相关资质承包商进入油气罐区作业；是否未经许可的机动

车辆及外来人员进入罐区。

14
是否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是否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

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

15 应急处置预案是否实用有效，是否定期应急演练并总结改进。

16
储罐防火间距、防火堤设置是否符合要求，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灭火药剂储备是否

满足救援需要。

17
企业专职消防队、工艺处置队是否组织实战训练和联合演练，是否建立完善应急处置

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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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联系表

单位(公章)：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分管领导

联络员

备注：请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17 时前，反馈至市安委会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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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情况统计表

2020年 10月 日至 月 日（累计）
填报单位：

检查类型

检查

督导

组

（个）

检查

人员

（人

次）

现有企业数

（家）

已检

查

企业

数

（家）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执法处罚情况

备注
排查(项)

已整治

（项）
排查(项)

已整治

（项）

执法文

书（份）

停产整顿

（家）

关闭

（家）

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企业

五类重点涉爆危险化学品

企业

1.硝化棉 x家
2.氯酸钾 x家
3.氯酸钠 x家
4.液氯 x家
5.硝化工艺 x
家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

业

1.一级 x家
2.二级 x家
3.三级 x家
4.四级 x家

涉及爆炸新危险货物的储

存、运输企业以及港口化

工园区等

合计

备注：1、若不涉及相关职责范围请填写不涉及；2、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企业范围为前两轮检查范围；3、五类重点涉爆危险化学品企业应详细列明每一类企

业现有企业家数和已查企业家数；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应详细列明每级家数

负责人（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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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明细表

2020年 10月 日至 月 日（累计）
填报单位：

序号 辖区 企业名称 检查类型 问题隐患描述 隐患类型 目前整改情况 是否挂牌督办 整改期限 备注

1 x区 xx企业 硝酸铵等爆

炸危险性企

业

1.问题……

2.问题……

3.问题……

其他

2 x区 xx企业

……

备注：1.需要汇总四个检查类型企业的数据，并在检查类型中标明；2、问题隐患一栏应将所有隐患问题逐一详细列明，并在隐患类型一栏标明属于一般隐患或是重大隐患；3、

若已完成整改，应在目前整改情况一栏填写已完成，若未完成整改，应填写目前整改进展及整改计划

负责人（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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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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