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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化工行业及安全管理现状

中国已成为世界化学品第一生产大国，化工企业星罗棋布，
点多面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化工园区和化工

基地有7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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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00强入门门槛17亿，上榜企业年销售收入总额
为11.62万亿元，占全行业的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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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化工行业及安全管理现状

化工生产、经营、运输企业数量大，小规模企业众多02



序号 名称 产量 序号 名称 产量

1 合成氨 4786万吨 7 聚氯乙烯 1500万吨

2 硫酸 8694万吨 8 电石 2447万吨

3 纯碱 2677万吨 9 农药 294万吨

4 甲醇 4529万吨 10 合成橡胶 579万吨

5 烧碱 3365万吨 11 合成树脂 8378万吨

6 原油加工量 5.68亿吨 12 乙烯 1822万吨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化工大国，合成氨、硫酸、纯碱、电石等品
种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炼油、乙烯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生产大约4.5
万余种化学产品。目前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化品有2828种，其
中剧毒化学品有14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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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化工产品总量大、品种多



一、中国化工行业及安全管理现状

04 化工行业总收入占GDP比重大、重要性高



中国危险化学品事故由2004年的193起、291人减少到
2017年24起、60人，分别下降87.6%和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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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化工事故整体趋降，近年出现反弹



   2018年以来，危险化学品较大事故呈上升势头，

截止目前，全国共发生8起较大事故，造成46人死亡。 

地区 事故
死亡人数
（人）

特点

新疆 吐鲁番市恒泽煤化公司“1·24”闪爆事故 3 非法生产、承包商、动火作业、

山东 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2·3”爆燃事故 5 非法生产，违规操作

河北 唐山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3·1”较大火灾事故 4 承包商、检维修、动火作业

天津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公司“4·26”较大事故 3 承包商、检维修

上海 上海赛科石化公司“5·12”爆炸火灾事故 6 承包商、检维修、受限空间、变更

吉林 长春市柴岗兴发糠醛公司“6•18”爆炸事故 3 非法生产，违规操作

辽宁 葫芦岛世星药化公司“6•20”中毒窒息事故 3 违规操作，氮气窒息

四川 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7·12”重大爆炸事故 19 非法生产，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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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特殊作业管理仍存在严重漏洞。 8起事故中，5起发生在动火、受限空间

等特殊作业环节，占63%。

四是承包商事故多发。8起事故中,4起涉及承包商，占50%，充分表明急需督

促指导企业强化对承包商管理。

二是风险管理缺失,对“两重点一重大”管控不到位。 8起事故中,无一例外，

都是危险化学品意外释放导致火灾、爆炸中毒。

五是化工安全法规标准不配套，安全监管人员力量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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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哈尔滨石化
      位于哈尔滨市东二环旁

Ø 长庆石化

     处于西安和咸阳的核心

Ø 广州石化
     1000米范围内有2万多人

Ø 济南石化
     处于城市中心区

Ø 淄博润兴化工
      与省级中学为邻

Ø 如皋市新蒲化工厂
     位于村庄之间

Ø 乌鲁木齐石化
      被居民区包围

Ø 大连大孤山等多个石化
基地对市区形成环抱之
势

Ø 湛江东兴
     紧靠石头村等村庄

Ø 兰州石化
     与城市已连成一体

Ø 绵竹市白庙村
     密布化工基地

Ø 安庆石化
     厂城一体的石化城市

Ø 抚顺石化、锦州石化
     与城市相连
Ø 锦西石化
     与主城区只隔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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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工 围 城?

城 围 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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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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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发展历程

近几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部署的安全监管重点工作都把全
要素实施过程安全管理作为推动化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
内容，配套发布了多个规范性文件；有关单位先后举办了包括
中国国际化工过程安全研讨会在内的多个技术交流推广会议，
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过程安全管理培训，对于推动过程安全管理
的实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对过程安全管理
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部分企业通过实施过程安全管理，把隐患
排查治理上升到风险管理控制，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09

颁布首批重点
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目录（15个）

3届中国国际化工过程安全研讨会

（青岛、宁波、南京）

同期举办了6届CCPS中国过程安全会议。

2011
2012

实施《化工企
业工艺安全管
理实施导则》

开展危险与可操
作性分析应用
（HAZOP ）

印发《加强化
工过程安全管
理的指导意见》

2013

2013-2018年

组织大型化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连续参加美国全球过程安全大会

2013-2018年

持续开展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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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印发
加强化工安全人才培养、

化工企业泄漏管理、
化工安全仪表管理等指导意见

2015

印发《化工（危险化学品）
企业安全检查重点指导目录》

2016 2017

印发《加强精细化工反应
安全风险评估指导意见》

印发危险化学品
安全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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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化工过程安全管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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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中国化工安全生产特点，进一步补充6个方面要素

1.强化安全规划与设计

1
设计单位要对其安全设计全面负责

继续开展对未经
正规设计的化工
装置的安全诊断

设计单位在设计
阶段，必须对项
目开展HAZOP

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规划、设计、
建设、竣工验收
阶段，要突出强
调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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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安装质量 3.企业领导力

32

• 要确保施工安装质量符合
有关标准和设计要求

• 企业要对施工质量进行全
过程监督

• 建设项目建成试生产前，
要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和建设单位的工程技术人
员进行“三查四定”

• 先进的安全生产理念
• 科学的安全生产战略和目标
• 率先垂范的示范效应（一把
    手的最低表现是对下级的最
    高要求）
• 有效运行的完善的管理体系、
    保障到位
• 考核（奖惩）
• 培养良好的安全文化

三、改进化工过程安全管理新思路



请在形状中填充图片

4.制定企业安全责任制

• 加强储存区（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

• 对重大危险源的风险要进行HAZOP分

    析，  开展定量风险（QRA）评估

5.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

• 国情和民族文化要求必须重视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 一岗一责，全员责任

• 安全责任与岗位职责相匹配

• 分层级理清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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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泄漏管理。安监总局2014年印发《关于
加强化工企业泄漏管理的指导意见》。要特
别注意液态烃、高温油泵密封管理

加强安全仪表功能安全管理。装置大型化、
自动化和企业的减员增效，对安全仪表的可
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化的大型
化工装置安全仪表失效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安监总局2014年印发《关于加强化工安全
仪表系统管理的指导意见》

加强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管理

设备的完好性是化工安全生产的基础。保证设备设施功
能完备安全生产基础性工作。

6.设备完好性

强调安全仪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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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续深化现有要素管理

（3）建立安全生产信息管
理制度

强化安全生产信息管理

（1）全面收集安全生产
信息：

（2）安全生产信息转化为
企业制度严格执行并及时更
新

· 生产过程涉及的全部化学品危险性信息；

· 工艺安全信息（安全操作规程）；

· 设备设施安全使用要求； 

· 同类企业事故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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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根本目的是管控风险

科学界定危害（危险源）、风险、
隐患的逻辑关系

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风险管理

风险排查的路径
通过事故教训中排查风险

人员聚集场所

通过致灾因素排查风险：
（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坠落、坍塌、触电、机械伤害、溺亡等）

HAZOP等

将过程危害分析提升为风险管理 2
· 中国安全生产界长期使用“隐患”一词，但其内涵不够
   清晰。
· 综合考虑危害（危险源）潜在的事故后果和发生事故的
  几率，确定需要管控的风险。
· 研究制定管控风险的措施，一项风险的管控措施可能有
  若干项。
· 每一项管控措施失效都构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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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装置运行安全（工艺）管理

（中国特色）

异常工况 开停车操作规程

定期修订
具体、准确

监测预警
报警管理

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报警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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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下一步

.《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见》

.《化工企业工艺安全管理实施导则》

（推荐性行业标准）

•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实施导则（国

家强制性标准）

•  化工过程安全要素管理指南

（三）完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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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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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近几年发生的化工（危险化学品）事故都无一例外地暴露出
在过程安全管理上存在着明显的严重漏洞。但根本问题是没
有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 



600余名 10个省

10个省（区、市）化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已完成安全领导力培训

中石油、中石化等9家涉化中央企业600
余名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安全领导
力培训

四、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在中国的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专
业力量不强，实践经验不足，总体水平不高诸多问题，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规章标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
善。



 我们需要克服部分企业认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专

业性强、难度大、投入高、实施难，不适合在我国

推广应用的不正确观念。实践证明，只要认识到位、

积极实践、开拓创新，实施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完全

可行，也非常有效，符合我国当前化工安全生产工

作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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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实施过程安全管理，
并不是安全管理另起炉灶，而是要以安全生产标
准化、HSE管理体系、国际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
系等为载体，突出化工生产过程全要素管理，全
面识别化工过程重大风险并进行有效管控。运用
那种载体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把过程安全管理要
素全部纳入各项安全管理体系之中，在原有管理
体系的基础上，突出推进过程安全管理要素的实
施，不断深化实践，从而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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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强化宣传培训。要采取多种形式，强化
过程安全管理宣传培训，学习借鉴国内外成功实
践，掌握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要素内涵，使企业
真正从根本上树立管理体系和风险分析的理念，
使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在内的管理与技术人员真
正理解和掌握过程安全管理每一个要素的重要作
用和具体的实施方法步骤，为全面推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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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加快全面推广。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在
所有化工企业全面推广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加快
提升化工安全生产管理科学化水平。发挥典型引
路、以点带面的作用，积极培植选树一批具有示
范性、导向性的化工过程安全管理标杆企业。中
央涉及化工生产企业、各地大中型化工企业要率
先实践，引领全国化工行业尽快全面实施化工过
程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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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要突出中国特色。围绕中国化工行业发展特
殊性和安全生产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汲取
东方文化和中国企业管理的精华，针对中国化工企
业的工艺设备特点、人员构成特点、企业文化特点，
完善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探索更具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化工过程安全管理技术和方法，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化工过程
安全管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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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要注重交流提高。要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
搭建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交流研讨平台，让各国
同行、业内专家共享经验、共同进步，积极推广
过程安全管理最佳实践经验，全面提升我国化工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四、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