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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领导小组的 

通知 

南工材[2015]14 号 

各系、各部门： 

为保证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全院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学院决定

成立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名单和职责通知

如下：   

组长：吕忆农 

职责：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检查的总体调度，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细化任务，完善实

验室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发现问题，要求责任人立整立改，确保实验室安全工作取得实效。 

副组长：陆春华 

职责：全面协助组长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每年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并做

好记录，责令责任部门进行整顿、整改，并对改善事项进行复查。   

成员：石防震、包艳华、周勇敏、沈春英、黄  健、朱云峰、卢都友、朱承飞   

职责：根据实验室安全检查方案（附件 1），定期巡查各实验室安全状况，指出具有安全

隐患的细节和具体事项。 

 

附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方案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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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方案 

 

一、巡查日期、时间   

每年定期进行检查，每年 3月、4月、5月、9 月、10月、11月、12 月的最后一周和每

学期的第 20周。 

二、巡查对象   

本科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现代分析中心 

三、巡查内容及方式   

检查小组对照《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自查登记表》和《科研实验室安全检查对照表》

进行检查，采取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跟踪检查、突击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

式。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并进行详细记录，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并且对整改进行跟踪检

查。  

四、巡查结果处理及考核办法    

1、各实验室必须制定适合实验室特点的安全管理与值班值日制度，每学期开学第一周

提交至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处存档，否则不予办理与实验室相关的危化品采购审批工作。 

2、巡查结果必须做详细的书面记录，以备后期整理统计。对于发现问题并限期整改的，

对整改进行跟踪检查。限期整改期内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停办所有实验室相关的危化

品采购审批工作，待达到学校相关安全规定后，再恢复危化品采购资格。 

特此通知。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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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健康与安全办

公室的通知 

南工材[2017]008 号 

各系、各部门： 

为加强学院安全环保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信息化管理，确保学院实验教学与科研工

作的正常开展，保障全院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学院决定成立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环境健康与安全（EHS）办公室，现将办公室成员名单和职责通知如下：  

一、办公室成员组成  

主 任：吕忆农  

副主任：陆春华 

成 员：石防震、韩立发、李怀栋、包艳华（兼秘书） 

二、主要职责任务  

1、建立健全学院各项实验室健康、安全及环保管理规范与制度，确保国家、省市、学

校相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2、制定并组织实施全院健康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及考核计划，严格监督落实实验室安

全准入制度； 

3、负责接受学院各相关实验室人员提交的《材料学院实验安全评估报告》申请，牵头

组织专家小组，进行安全评估。 

4、依据核准的实验安全评估报告，负责接受和审核学院各相关实验室人员提交的危险

化学品申购申请。 

5、负责组织日常实验室安全环保监督检查，落实隐患整改。 

6、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员的聘任、培训、管理及考核工作。 

7、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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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工作职责（试行） 

 

1、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划，适应形势变化，完善实验室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1)制定实验室年度工作计划； 

2)适应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管理规定与制度变化，及时调整、更对实验室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内容； 

3)适应实验工作内容变化，制定和完善各项实验安全措施。 

2、负责实验室各类人员安全培训与考核，确保进入实验室的各类人员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

并掌握必备的实验安全技能，使得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1)每年秋学期，组织本科生、研究生新生，参加安全知识网上学习和考试； 

2)每年春学期，组织学院本科生新生、研究生新生以及新引进人员等参加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以及消防急救等专题知识讲座与演习； 

3)根据评估核准的实验事项，组织相关实验人员进行专业的学习、培训和考核，确保相

关实验人员具备实验所需的实验安全技能； 

4)为实验室来访的各类科研合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3、负责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确保实验室安全、规范和高效运行； 

1)定期检查进行灭火器、消防栓、紧急喷淋、紧急医药箱、安全逃生路线图、实验室安

全责任人通讯录，确保实验室环境、各项安全防护硬件设施，正常有效； 

2)定期开展实验室设备的安全自查自纠，确保气瓶、高温炉、通风厨、高压反应釜等各

种设备运行安全； 

3)根据拟开展的实验项目需求，组织、编制相应的《**实验安全评估》材料；同时，根

据评估核准的实验事项，调整更新实验室安全信息卡，制定相应的实验安全环保紧急预案； 

4)负责实验室危化品的申购、存储和使用登记，监督实验室危化品的规范使用，确保危

化品“五双”管理有效落实； 

5)指导和监督实验人员，按照规定开展所核准的各项实验； 

6)监督实验人员科学、规范地进行化学废弃物的收集和分类，具体负责各类化学废弃物

的回收登记及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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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觉接受学校、学院组织的安全检查；督促相关课题组及人员，按照学校提出的各项

安全检查整改要求，进行整改和学习。 

4、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努力提高实验室安全理论知识和安全管理能力。 

1)积极参加学院和学校组织的各类实验室管理和实验室安全会议； 

2)定期和不定期参加全国性的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知识学习和培训。 

5、其它 

1)负责撰写实验室年度安全工作总结； 

2)完成学院、学校安排的其它相关工作。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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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的通知 

安监总厅管三[2011]1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安

监总管三„2011‟95号）的有关要求，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

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臵原则》（以下简称《措施和原则》），从特别警示、理化特性、危

害信息、安全措施、应急处臵原则等五个方面，对《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

危险化学品逐一提出了安全措施和应急处臵原则。现将《措施和原则》印发给你们，供各级

安全监管部门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参考使用，并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对照《措施和原则》，全面排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针对本企业安全生产特点和产品特性，从完善安全监控

措施、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采用先进技术、加强培训教育、加强个体防

护等方面，细化并落实《措施和原则》提出的各项安全措施，提高防范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能

力。要按照《措施和原则》提出的应急处臵原则，完善本企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配

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开展应急处臵演练和伤员急救培训，提升危险化学品应急处臵能力。   

二、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参照《措施和原则》的有关内容，加大对生产、储存、经

营及使用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行为的执法检查力度，切实加强对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企业的安全监管。要充分发挥安委会办公室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联席会议的综合协调

作用，督促、支持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要参照《措施和原则》有

关要求，监督和指导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企业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监控，全面加强和改进企业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进一

步促进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请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辖区内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企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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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南工资［2004］21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守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应具有“以人为本”的良好的文化、

科学氛围，文明、整洁、安全、环保的环境。 

第二条  进入实验室学习、工作的学生、教师，必须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条 实验室结构布局科学合理，设施完好、环境优美，实验用房无危漏隐患，通风、

照明符合要求，电路、水路、气路布局合理、规范。 

第四条 保证实验室安全，有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人。经常开展师生的

安全教育活动，有醒目的实验室安全警示标志，有紧急情况发生后的应急设施和措施。 

第五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由专人管理维护，保证设备的完好率。 

第六条 使用仪器设备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违反者，实验室管理人员有责任停止其

使用。 

第七条 损坏、丢失仪器设备要及时上报，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条 实验室的物资，应妥善保存、管理，特别对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物品和

贵重金属等，应严格管理，专人管理，专门存放，严格领用、登记制度。防止意外事故的发

生。 

第九条 实验进行过程中，实验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岗位，确需离开时，应交待其他同志

照管并讲明注意事项。 

第十条 实验室内保持安静、整洁、卫生，严禁喧哗，不得吸烟、饮食。 

第十一条 保护实验室环境，妥善处理实验室“三废”。 

第十二条 实验结束后，关闭水、电、气阀门，切断水源、电源、气源。 

南京工业大学   

二○○四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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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 

南工校资[2016]12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高办学效益，

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原国家教委第 20号令），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是办好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

条件，也是反映学校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三条  本规程所指实验室，是指学校从事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生产试验、技术开发及技术

服务的教学、科研实体。 

第四条  学校的实验室，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不断提高实验教

学水平；根据需要与可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生产试验和技术开发，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五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学校发展统筹规划、合理设置。做到建筑设施、仪

器设备、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章  任务 

第六条  根据学校教学计划承担实验教学任务。按照人才培养的目标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与完善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等教学资料，提供实验条件，安排指导人员，保质保量完成实验教学

任务。 

第七条  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实验室应当吸收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实行实验室开放，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第八条  根据承担的科研任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关注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努力开

发、提高实验技术，不断以现代化技术成果装备实验室，完善技术条件和工作环境，以保障高效率、

高水平地完成科学实验任务。 

第九条  实验室在保证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开发，开展学

术、技术交流活动。实验室要充分发挥学术、技术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向校内外开放。 

第十条  科学配置仪器设备，规范管理仪器设备。完成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计量及标定工

作，使仪器设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优化配置、共享资源，努力提高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

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工作。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范。加强实验队伍的建设和

管理，努力实现实验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第十二条  根据学校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和教学、科研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室

建设规划，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实验室建设。 

第三章  体制 

第十三条  实验室实行校院（部）两级管理体制。学校应有一名校领导主管全校实验室工作，

学院（部）应有一名院领导分管实验室工作。资源保障部是学校实验室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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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学校设立实验室建设委员会，由主管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术、技术和

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对实验室建设、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咨询、论证，

提出建议和方案。 

第十五条  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审议学校实验室建设、发展规划，指导全校实验室建设、管理工作； 

（二）审议学校实验室体制改革、实验室重大调整等方案； 

（三）听取实验室建设规划、计划的执行情况，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 

（四）研究学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开展实验室设施建设、实验室科学管理、

实验室队伍建设等问题的调研、学术研讨交流，提高实验室建设水平；（五）实验室工作委员会下

设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保分委员会，专项指导实验室安全、健康与环保工作。 

第十六条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室工作。保证实验室工作正常进

行。 

第四章  建设与管理 

第十七条  实验室的设置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任务； 

（二）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屋、设施及环境； 

（三）有足够数量、配套的仪器设备； 

（四）有合格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要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要考虑建筑规划、安全环境、

基础设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和经费投入等综合配套因素，全面规划。 

第十九条  实验室建设实施项目管理，按照“立项论证、合同管理、跟踪建设、严格验收、注

重效益”等项目管理原则，由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归口，立项管理。 

第二十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按计划进行。其中房屋、设施要依据规划的方案纳入学校基建计划；

实验室建设、运行各项经费要纳入学校财务计划；工作人员的配备与结构调整要纳入学校人事计划。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建设经费，要采取多渠道集资的办法，要从教学事业费、基建费、科研费、

计划外收入、各种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实验室建设。要创造条件，积极争取中央、地方财政专

项资金和企业等方面的资助。凡利用实验室进行有偿服务的，都要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实验室建设。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建设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要积极通过校际联合、校企联合、与科研

院所联合共建实验室。鼓励引进校外资金、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共享开放的实验室。有

条件的实验室要积极申请筹建国家级、省部级的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实验室或工

程研究中心，以适应高科技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 

第二十三条  加强和推进实验室的科学管理，要逐步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实现实验室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 

第二十四条  加强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第二十五条  定期开展实验室工作的检查、评比活动。对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和

奖励，对违章失职或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损失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第五章  人员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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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实验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各类人员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要各司其职，同时要做到团结协作，积

极完成各项任务。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主任要由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有实验教学或科

研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的相应专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担任。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主任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编制实验室建设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况； 

 （二）领导并组织完成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实验室工作任务； 

 （三）科学化管理实验室工作，贯彻、实施相关的规章制度； 

 （四）领导本室各类人员的工作，制定岗位责任制，负责对本室专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训

及考核工作，做好相关思想教育工作； 

 （五）定期检查、总结实验室工作，开展评比活动等； 

 （六）负责本单位安全与环保工作。 

第二十九条  实验室各类人员的职务聘任、考核、职级晋升和职称评定按人才资源部的相关规

定执行。 

第六章  安全与环保 

第三十条  实验室要根据本实验室的任务，建立健全安全环保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制，

配置必要的安全设备、设施。 

第三十一条  实验室严格遵守国家、行业和学校的有关安全制度，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环保检

查，及早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制定相应事故应急预案，并经常对师生开展安全教育，切实保障人身

和财产安全。 

第三十二条  实验室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和劳动防护等有关规定，切实加强实验室环境监督

和劳动保护工作，不污染环境。 

第三十三条  凡经安全部门检查认定不合格的实验室要停止使用，限期进行技术改造，落实管

理工作，待重新通过检查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第三十四条  依据本规程制定相应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办法。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由主管校领导授权资源保障部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暂行）》（南工

校资[2004]6号）同时废止。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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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管理办法（试行） 

南工校资[2016]1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开展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要场所。为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创造良好的

实验工作环境，避免实验事故发生，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549号）、《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24号）等法律法规对《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暂行）》（南工资［2004］

16 号）进行修订，形成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验室”是指全校所有院（部、所、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的实验场所。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管理体系和职责 

第三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谁主管、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管校长统一领导下的分级负责制，建立校、院（部、所、中

心）、实验室安全环保三级管理体系。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建设委员会下设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保分委员会，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根据工作需要，分委员会可下设若干专业工作小组，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 

2、组织实施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规划和工作； 

3、议定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重大问题及事项，对实验室安全事故进行裁决； 

4、协调、指导有关部门落实相关工作。 

第五条 资源保障部是学校实验室管理的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全校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1、负责制定全校性的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制度； 

2、指导、督查各院（部、所、中心）做好实验室技术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辐射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和生物安全等）与环保（化学废弃物、实验动物和病原微生物处置等）工作； 

3、组织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并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通报有关职能部门与通知相关单位，

督促限期整改到位； 

4、推进实验室安全环保准入制度，组织实施实验室安全环保教育与培训。 

第六条 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代表单位与学校签

订相关责任书，组建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队伍。 

第七条 凡涉及到危险化学品、放辐射设备和特种设备的单位应有专职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

其他单位可安排兼职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协助主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做好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环保

的日常管理工作，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1、督促相关人员做好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 

2、开展实验室安全环保常态化检查，落实隐患整改； 

3、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开展实验室安全环保教育培训与考试，严格执行实验室安全环保准入制

度； 

4、其他实验室安全环保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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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每间实验室都须明确安全责任人，代表所在实验室与学院签订相关责任书。在日常工

作中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1、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包括操作规程、仪器操作说明、应急

预案和值班制度等），并张贴在实验室显著位置； 

2、结合教学、科研实验项目的安全与环保要求，做好本实验室安全环保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3、建立本实验室内危险性物品台帐（包括特种设备、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

学品、气瓶、病原微生物台帐等）； 

4、落实实验室日常安全环保检查工作，及时整改隐患； 

5、加强实验人员管理，对所有进入实验室学习、工作的人员进行安全知识、仪器设备操作、

实验流程及个人防护、意外事故应急处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第九条 所有在实验室学习、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室及自身的安全负有责任。要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观念，遵守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实验安全操作规程开展实验。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环保培训及准入制度 

第十条 学校资源保障部、各院（部、所、中心）、各实验室根据新进入实验室人员的具体情

况组织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建立分级培训制度。 

1、学校资源保障部负责制定实验室技术安全环保教育与培训计划并组织安排实施； 

2、各院（部、所、中心）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由安全

管理员负责安全环保准入制度的落实督查工作，协助资源保障部安排安全环保培训和考试； 

3、各实验室负责人组织本实验室所有成员和临时来访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严禁未参加或未通过考试的人员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和化学废弃物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等。 

第十三条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含民用爆炸品）、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前须经所在单位、

资源保障部、校园安全部的审批，获得准购手续后，方可购买。 

第十四条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含民用爆炸品）、易制毒化学品等危险化学品要严格

执行“五双”管理制度，严防发生丢失、被盗或其他事故。 

第十五条 定期检查室内危险化学品状态，防止因变质、分解等反应造成自燃、爆炸等意外事

故。 

第十六条 学校按照 “分类收集、集中处理”的原则集中收集和统一处理实验室化学废弃物。

各单位不得将有毒、有害化学废液倾倒至下水道或自然水体中，也不得掩埋、丢弃固体化学废弃物。 

第十七条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含民用爆炸品）、易制毒化学品等的安全管理参照《南

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执行；实验室排污及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管理参照《南京工业大学化学

废弃物处置实施细则》执行。 

第五章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第十八条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学校师生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

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第十九条 特种设备必须选择具有生产资质的厂商生产的定型产品。使用单位不得自行设计、

制造或使用自制的特种设备，也不得对特种设备擅自改造或维修。 

第二十条 特种设备购置安装后须经国家特种设备检验部门检验，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后，方可正式使用。在使用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定期检验。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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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特种设备使用操作人员，必须通过培训、考核，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后

方可从事相应的工作。在作业中，要严格遵守特种设备的操作规范和有关的安全制度，做到安全使

用特种设备。 

第二十二条 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参照《南京工业大学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执行，其

中气瓶还须参照《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第六章  辐射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辐射安全主要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密封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

的安全。 

第二十四条 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使用单位须按照国家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在购买放射性同

位素、放射源或含源仪表、射线装置前须向资源保障部申报，取得环保部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

证》后方能购买和使用。购置合同应注明报废的放射源等应由其供应者回收处理。 

第二十五条 放射性实验室要设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本实验室的放射性安全工作。放射性

工作场所须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详细的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第二十六条 加强辐射场所的安全及警示设施的建设，凡是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实

验室，入口处须张贴放射性危险标志，显示工作状态；放射源存放场所要安装相应的监控设备和报

警装置。 

第二十七条 放射性核素的使用者应优化实验，尽量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放射性废弃物

须送交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 

第二十八条 放射性场所的工作人员须定期参加市环保局开展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考核，

做到持证上岗。定期参加职业病体检（1次/年）和接受个人剂量监测（1 次/季）。 

第二十九条 辐射安全参照《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执

行。 

第七章  生物安全管理 

第三十条 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动物、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 

第三十一条 未取得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动物相应许可证的不得在实验室进行相关实验。 

第三十二条 严禁在不具备开展生物实验的普通实验室内开展生物实验。 

第三十三条 有微生物和菌类培养的实验室要加强安全管理，对实验用的微生物和菌类要妥善

保管，并做好记录；严禁乱扔乱放、随意倾倒或自行销毁处理。 

第三十四条 细菌处理前要先消毒灭活再集中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销毁处理。含有病原体

的污水必须经严格消毒、灭菌处理，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才能排放。 

第八章  水电气及消防安全管理 

第三十五条 实验室水、电、气等设施须按有关规定安装，不得乱拉、乱接临时线路。定期对

水源、电源、气源、火源等进行检查，发现隐患须及时排除。 

第三十六条 实验室要有严格的用电管理制度，应使用空气开关并配备必要的漏电保护器；严

禁超负荷用电；电气设备和大型仪器须接地良好。 

第三十七条 在停电检修机械、电气设备时，应挂“停电维修，严禁合闸”警示牌，必要时应

设人监护。停电牌必须遵循“谁挂谁摘”的原则，在合闸前要仔细检查，确认无人检修时方准合闸。 

第三十八条 电源配电箱四周不得有杂物、气体钢瓶、易燃易爆化学品或烘箱、电阻炉等加热

设备。 

第三十九条 实验室所在的建筑应根据建筑高度和周边环境安装避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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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新建、扩建或改造实验室要进行水电气、消防等安全审批和环评验收。建设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的规范要求设计、施工。 

第四十一条 实验室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配备足量、合适的消防器材，置于明显的固定位置、

方便取用之处；实验室人员应了解消防知识，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第四十二条 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参照《南京工业大学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章  仪器设备安全管理 

第四十三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及配套的安全设施须有专人负责保管并定期维护，做好相关记

录。 

第十七条 对于精密仪器、大功率仪器设备、使用强电的仪器设备要保证接地安全，并采取严

密的安全防范措施；贵重仪器设备不准随意拆卸与改装，备有安全装置的仪器设备不得拆除安全装

置。确需改装时，须将可行性改造方案报学院批准，并报资源保障部备案。 

第四十四条 对于冰箱、高温加热、高压、高辐射、高速运转等有潜在危险的仪器设备要严加

管理；使用年限较长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上述设备应及时报废，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十五条 对于自制设备，要充分考虑到安全因素，严格按照设计规范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

设计和制造，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十章  实验室安全守则 

第四十六条 每间实验室须将安全责任人、涉及危险类别、防护措施和有效应急联系电话等信

息统一制牌贴于实验室门外显著位置，并及时更新。 

第四十七条 加强门禁管理，使用电子门禁的实验室，对各类人员设置相应的权限，人员调动

或离校须办理门禁卡的移交手续。 

第四十八条 实验室应根据实验性质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护眼镜、手套、口罩、防

毒面具和各类防护衣、帽、裤、靴等）。根据危险源特性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应急喷淋、洗眼装

置，通风系统、烟雾、气体报警器等监控系统等安全设施，并定期维护。 

第四十九条 使用易挥发试剂，或易产生有毒、有害、刺激性气体或烟雾的化学品，须在通风

橱内进行操作。 

第五十条 进行危险性实验时，指导老师须全程现场指导。实验持续过程中须有二人以上值守，

操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开。 

严禁在实验室吸烟、烹饪、饮食、留宿等，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从事与

实验无关的活动。确需进行过夜实验，项目负责人须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提交相应的应急预案报所

在单位，由所在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领导批准后方可进行，须安排两人以上值守（两人不得都

为学生）。 

第五十一条 实验结束或离开实验室时，须关闭仪器设备的电源、水源、气源（确因特殊需要

不能关闭的须做好安全防范）等。 

第五十二条 建立实验室卫生值日制度，保持实验室清洁整齐，仪器设备布局合理，不得在实

验室存放过量试剂、易燃物品等。妥善处理实验材料、实验剩余物和废弃物，及时清除室内外的垃

圾。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和通风状况，防止空气污染和疾病传播。 

第五十三条 实验室在承担校外教学科研等实验任务时应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各自的安全环保责

任。涉密的实验室执行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章  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制度 

第五十四条 建立校、院（部、所、中心）、实验室三级安全环保检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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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保障部定期组织全面的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此外还将不定期的进行专项抽查。检查

工作由资源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督导、专家、院（部、所、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进行； 

2、各院（部、所、中心）应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环保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备查； 

3、实验室安全负责人要落实实验室安全环保日查制度，做到每日对实验室安全和卫生等状况

进行巡视检查，及时处置隐患。 

第五十五条 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隐患，要及时通知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室管理员, 并采取措施

积极整改。如发现重大隐患，须以书面形式向所在院（部、所、中心）、校园安全部、资源保障部

报告。对于发现的安全环保隐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或拖延上报。 

第五十六条 对于存在安全与环保隐患的实验室，应及时整改。未及时整改或整改后隐患仍未

消除者，职能部门将采取暂停审批化学试剂的购买报销手续直至关停实验室的处罚措施。 

第十二章  事故处理与责任追究 

第五十七条 发生意外事故，应立即启动既定应急预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应急措施，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防止事态蔓延。 

第五十八条 发生被盗、火灾、中毒、人身重大伤害或精密贵重仪器、大型设备损坏等重大事

故，实验室工作人员要保护好现场，逐级报告院（部、所、中心）、校园安全部、资源保障部等有

关部门和学校主管领导，并积极配合调查和处理。 

第五十九条 根据事故的“四不放过”原则，涉事单位与个人应对事故发生的过程、原因、损

失、经验、教训以及今后的改进措施等方面提出事故报告。 

第六十条 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保分委员会协助校园安全部、资源保障部等有关职能部门查明

事故原因，分清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十一条 发生事故的实验室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查明事故原因，消除安全隐患，整改措施

落实并完成改造，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启用。 

第六十二条 对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影响的，追究肇事者、主管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视情

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经济赔偿或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本办法条款如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

规相抵触时，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十四条 本办法由主管校领导授权资源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暂行）》（南

工资〔2004〕16号）同时废止。 

 

                 南京工业大学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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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6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突发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校实验室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保证迅速、有效地开展救援行动，

维护师生的生命安全、校园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91号）、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号）、《南京工业大学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实施意见》（南工委发[2014]7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预案。 

学生进行实验须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发生突发事故时，指导教师应在现场负责采取应急措施，

立即通知上级领导或相关职能部门，服从学校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的指挥和安排。 

第二条 所有因实验室突发事故受伤者，除经必要的紧急处理之外，均须到医院诊治。伤残

者，须到劳动仲裁等相关部门取得相应的伤残等级证明。 

第三条 各单位实验室必须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不得堆放任何物品。 

  

第二章  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四条 实验室水电事故 

（一）水电事故防范措施： 

1、加强日常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物业管理人员和校水电管理中心报修。二级单位发现

共性问题应及时向管理部门报告，以便一并处理。 

2、计划停电或停水。接到停电或停水通知后，学院办公室以书面形式公布，同时通知各实验

室负责人，督促其安排好相关实验，届时关闭总闸。 

（二）水电事故应急预案： 

1、跑水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发现人员须立即通知物业管理人员关闭相应区域的上水总阀，同

时通知实验室负责人到现场。实验室负责人召集人员移走浸泡物资，清扫地面积水，尽量减少损失。 

2、突然停电、停水应急处理预案。立即停止实验，关闭水源和电源，通知实验室负责人。 

3、触电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应先切断电源，若来不及切断电源，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切不

可直接去拉触电者，不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立即通知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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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仪器设备电路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实验人员须立即切断电源，停止实验，并向实验室负责

人汇报。如发生失火，应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不得用水灭火。并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报备，

若火势蔓延，应立即向学校保卫处报警。 

第五条 实验室火灾事故 

（一）发现人员要保持镇静，立即切断或通知相关部门切断电源。迅速向保卫处、实验室负

责人和本单位领导报告。说明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燃烧物质的种类和数量、火势情况、报警人

姓名、电话等详细情况。 

（二）按照“先人员，后物资，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抢救被困人员及贵重物资，疏散其

他人员，注意关闭门窗，防止火势蔓延。 

（三）对于初起火灾，应根据其类型，采用合适的灭火器具进行灭火。对有可能发生喷溅、

爆裂、爆炸等危险的情况，应及时撤退。 

（四）明确救灾的基本方法，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扑救。 

1、木材、布料、纸张、橡胶以及塑料等固体可燃材料引发的火灾，可采用水直接浇灭，但对

珍贵图书、档案须使用二氧化碳、卤代烷或干粉灭火剂。 

2、易燃可燃液体、气体和油脂类等化学药品引发的火灾，须使用大剂量泡沫或干粉灭火剂。 

3、带电电气设备火灾，应切断电源后再灭火，因现场情况及其他原因，不能断电，需要带电

灭火时，应使用干砂或干粉灭火器，不能使用泡沫灭火器或水。 

4、可燃金属，如镁、钠、钾及其合金等引发的火灾，应使用干砂或干粉灭火器。 

第六条 实验室爆炸事故 

实验室发生爆炸，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迅速撤离爆炸现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统

一进行人员抢救和安置。 

第七条 实验室化学灼伤事故 

（一）发生强酸、强碱等具有强烈刺激性和腐蚀性的化学物质灼伤时，应用大量流动清水冲

洗，再分别用低浓度的（2%-5%）弱碱（强酸引起的）、弱酸（强碱引起的）进行中和。 

（二）溅入眼内时，立即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第八条 实验室污染事故 

（一）化学性污染 

1、有毒有害物质泼溅或泄漏在工作台面或地面的，先用试剂中和后再用清水冲洗。 

2、有毒有害物质泼溅在实验人员皮肤或衣物上的，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根据其化学性质

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3、有毒气体泄漏，立即启动排气装置，打开门窗，将有毒气体排出。如有中毒的，立即将中

毒者移至室外空气良好处，保持患者安静，松解患者衣领和腰带，以维持呼吸道畅通。 

4、经口中毒者，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化学性质给中毒者服用肥皂水等催吐剂，或服用鸡蛋白、

牛奶和食用油等，以缓和刺激，随后用干净手指伸入喉部催吐，减少毒素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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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病原微生物污染 

1、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人员的衣服、鞋帽上或实验室桌面、地面的，立即选用 75%的酒精、

碘伏、0.2%-0.5%的过氧乙酸等进行消毒。 

2、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皮肤上的，立即用 75%的酒精或碘伏等进行消毒，再用

清水冲洗。 

3、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人员眼内的，立即用生理盐水或洗眼液冲洗，再用清水冲洗。 

（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污染 

1、立即封闭被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2、立即对工作人员进行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3、立即进行现场消毒。 

4、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采取隔离、捕杀等措施。 

5、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四）大型仪器故障及实验器皿割伤事故 

1、操作时被污染的注射器刺伤、金属锐器划伤，解剖感染动物时被锐器损伤或被动物咬伤的，

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伤口，挤出伤口血液，再用消毒液（如 75%酒精、2000mg/L 次氯酸钠、0.2%-0.5%

过氧乙酸、0.5%的碘伏等）涂抹或浸泡消毒，并包扎伤口（厌氧微生物感染不包扎伤口）。 

2、发生危险性气溶胶释放的，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离危险区域，通知实验室负责人。为了使

气溶胶排出和使较大的粒子沉降，在一定时间内严禁人员入内，并在门口张贴“禁止入内”标志。 

3、离心机内发生盛有感染性物质的试管破裂的。如果机器正在运行，应关闭机器电源，让机

器密闭 30分钟使气溶胶沉积；实验人员戴上专用手套清理碎片；离心机内使用专用清洁剂擦净。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一）现场人员服从指挥安全撤离。 

（二）事故中心区严禁火种、切断电源，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泄漏处。 

（三）严禁救援人员单独行动，进入现场须配备必要的防护器具。 

1、围堤堵截：筑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 

2、稀释与覆盖：根据泄漏物的化学性质喷射雾状水、泡沫或其它覆盖品进行稀释和覆盖。 

3、收容：用干砂、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4、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移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第十条 气体钢瓶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一）气体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阀门，对可燃气体用干砂、二氧化碳或干粉等灭火器进行灭火，

同时设置隔离带以防火灾事故蔓延。对受伤人员立即实行现场救护。   

（二）气体钢瓶中有毒气体泄漏时，抢险人员须佩带防毒面具或氧气呼吸器等进入现场处理

事故和救援。 

（三）气体钢瓶爆炸时，所有人员须立即撤离现场并报警，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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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氯气气瓶的单位，必须建立碱池，配备防毒面具等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防护措施。 

第十一条 突发事故中采用扑灭、吸收等方式对剧毒、有毒、有害化学品或生化品进行处理

的材料应集中收集，作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第三章  其他 

第十二条 实验室发生突发事故坚持“三不放过”原则，即坚持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

事故责任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 

（一）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逐级上报，不得隐瞒、拖延。 

（二）做好相关现场保护工作，等待学校进行事故调查。 

（三）事故调查结束后三天内，事故单位向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上交事故调查报告。

报告内容必须明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伤亡情况、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 

（三）任何单位或个人应积极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不得拒绝、阻碍或干扰。 

（四）因人为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或拒绝、阻碍或干扰职能部门处置工作的，学校将

根据情节轻重和后果严肃处理当事人和责任人。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法律责

任。 

第十三条 应急电话： 

紧急电话：报警 110、火警 119、急救 120 

保卫处电话：新模范马路校区  83587110、83239612 

          江浦校区  58139110、58139119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58139233 

第十四条 本预案未尽事宜，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授权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南京工业大学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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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实验室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 

（参考范本） 

1 编制目的 

为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完善应急管理机制，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迅速、高效的处置方案，

保护师生人身和实验室财产安全，本着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制定本预案。 

2 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本实验室位于南京工业大学××校区×楼×房间，实验室面积约×平方米。现有师生×人，实

验室安全责任人×××，联系电话（手机）××。 

主要涉及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气瓶等）和高温设备等的使用，风险分析如下。 

危险化学

品 
数量 危险性 特种设备 数量 危险性 高温设备 数量 危险性 

丙酮 2瓶 
易燃； 

易挥发… 
氢气气瓶 2罐 易爆炸 干燥箱 1台 触电；火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实验室事故防范措施 

3.1 事故预防的总要求  

1.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制； 

2. 加强师生安全意识建设，落实安全知识教育和考核； 

3.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保证消防设备、器材及应急设施的正常有效； 

4. 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保持室内通风、完善防爆防静电设施。 

3.2 事故防范措施 

3.2.1 危险化学品的防范措施 

1. 使用易制毒、易制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续按学校规定程序进行申购。化学品须从国家许可

的经营单位购置。 

2. 根据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要求，正确使用与储存化学品，并配置相应的防护用品。实验

人员进入实验室时，须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3. 使用危险化学品时，须两人或两人以上同时在场。 

4. 使用会产生有毒、有害、刺激性物质的化学试剂，或是易挥发试剂，要在通风橱内操作。 

5. 使用危险化学品遵守“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把锁”、“双

本账”，详细记录购买和使用台帐并保存 2年备查。 

6. 严禁私自赠送、调拨、借用化学品，或将化学品带出实验室。 

3.2.2 易燃易爆气瓶的防范措施 

1. 使用人须经过安全培训，严格遵守《南京工业大学气瓶操作规程》。学生操作时须有教师现场指

导。 

2. 可燃气体须配置单向阀、止回阀、缓冲罐等防倒灌装置。 

3. 使用前须检查气瓶瓶阀和管线是否有泄漏，是否有钢瓶架或其他防倾倒装置。室内通风是否良

好；使用中，禁止敲击、碰撞气瓶；使用后，及时关闭总阀。气瓶严禁用尽，须留有余压。 

4. 气瓶须在检验有效期限内使用。检验周期分别为：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为 2 年；盛装一般气

体的气瓶为 3年；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为 5年。 

5. 易燃易爆气瓶须分类储存，不得与助燃气体混放。储存地点须防曝晒、防雨、防雷击、防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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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热源、防火灾、防腐蚀，防静电。不得随意移动气瓶。 

6. 定期使用泄露检验装置检查气瓶，配置气体检测仪，带报警装置的气瓶柜，或将气瓶储存于符

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的气瓶仓库。 

7. 建议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气瓶的房间安装防爆灯及防爆电器。 

3.2.3 高温设备的防范措施 

1. 加热、产热仪器设备须放置在阻燃的、稳固的实验台上或地面上，周围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2. 使用过程中须有人值守，使用完毕后应按要求关闭设备，切断电源。 

3. 禁止用电热设备烘烤易燃易爆化学试剂、塑料等易燃物品。 

4. 应在断电后安全温度下，采取安全方式取放被加热的物品。 

5. 使用恒温水浴锅时应避免干烧；使用电吹风和电热枪时，不得阻塞或覆盖其出风口和入风口。 

4 应急组织机构与预警机制 

4.1 应急组织机构 

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制，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实验室须成立事故应急救援小组，组织、协调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 

组长：×× 

副组长：×× 

抢险组：负责灭火、抢险。成员：××，××，××。 

救护组：负责现场医疗、救护。成员：××，××，××。 

警戒组：负责疏散、治安、交通管理。成员：××，××，××。 

通讯联络组：负责通讯、供应、后勤。成员：××，××，××。 

4.2 预警机制与信息报告 

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事故情况，由应急救援小组及时将事故发生时间、伤亡

情况、处置情况报告学校相关部门。 

应急电话——火警：119，匪警：110，医疗急救：120   

校园安全部电话——江浦校区：025-58139110，58139119 

            模范马路校区：025-83587110，83239612 

校医院电话——江浦校区：025-58139120 

模范马路校区：025-53587591 

资源保障部电话——实验室管理办公室：025-58139233 

对缓报、瞒报、延误有效抢救时间造成严重后果将予以纪律处分或视情节轻重追究法律责任。 

5 事故处置方案 

5.1 火灾处置方案 

（一）发现人员要保持镇静，立即切断电源或通知相关部门切断电源，并迅速报告。组长立即

到现场进行指挥。 

（二）对于初起火灾，抢险组应根据其类型，采用合适的灭火器具灭火。对有可能发生喷溅、

爆裂、爆炸等危险的情况，应及时撤退。 

1. 木材、布料、纸张、橡胶以及塑料等固体可燃材料引发的火灾，可采用水直接浇灭，但对珍贵

图书、档案须使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 

2. 易燃可燃液体、气体和油脂类化学药品等引发的火灾，须使用大剂量泡沫或干粉灭火剂； 

3. 带电电气设备火灾，应切断电源后再灭火，因现场情况及其他原因，不能断电，需要带电灭火

时，应使用黄沙或干粉灭火器，不能使用泡沫灭火器或水； 

4. 可燃金属，如镁、钠、钾及其合金等引发的火灾，应使用黄沙灭火。 

（四）通讯组迅速向保卫处、实验室负责人和本单位领导报告。说明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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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物质的种类和数量、火势情况、报警人姓名、电话等详细情况。 

（五）警戒组迅速疏散实验室内人员，集中至安全地带后清点人数。救护组立即启动现场救护，

如有需要立即将伤员送至医院； 

（六）扑救人员要注意人身安全。 

5.2 爆炸处置方案 

（一）实验室爆炸发生时，组长在其认为安全的情况下须及时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 

（二）应急小组负责安排抢救工作和人员安置工作。 

（三）所有人员应听从安排，有组织的通过安全出口或用其他方法迅速撤离爆炸现场。 

5.3 泄漏处置方案 

（一）泄漏源控制 

1. 气瓶泄漏尽可能关闭阀门，并采用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手段堵住漏处； 

2. 化学品包装物发生泄漏，应迅速移至安全区域，并更换。 

（二）泄漏物处理 

1. 少量泄漏用不可燃的吸收物质包容和收集泄漏物（如沙子、泥土），并放在容器中等待处理； 

2. 大量泄漏可采用围堤堵截、稀释与覆盖、收容等方法，并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报告：通讯组及时向学校报告； 

（2）现场处置：抢险组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基础上，快速实施救援，控制事故蔓延，并将伤员救出

危险区，组织群众撤离，消除安全隐患； 

（3）紧急疏散：警戒组建立警戒区，将无关的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 

（4）现场急救：救护组选择有利地形设置急救点，做好自身及伤员的个体防护，防止发生继发性

损害； 

（5）配合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 

（三）泄漏处理时注意事项： 

1. 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2. 严禁携带火种进入现场； 

3. 应急处理时不要单独行动。 

5.4 化学品灼伤处置方案 

（一）化学性皮肤灼伤 

1. 将伤者送离现场，迅速脱去被化学物污染的衣裤、鞋袜等； 

2. 根据其化学性质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先用毛巾拭干，再用大量清水或自来水冲洗创面 10～15

分钟，； 

3. 新鲜创面上不要任意涂抹油膏或红药水； 

4. 视灼伤情况送医院治疗，如有合并骨折、出血等外伤要在现场及时处理。 

5. （二）化学性眼灼伤 

6. 迅速在现场使用洗眼器，或直接用流动清水冲洗； 

7. 冲洗时眼皮一定要掰开； 

8. 如无冲洗设备，可把头埋入清洁盆水中，掰开眼皮，转动眼球洗涤。 

5.5 中毒处置方案 

（一）发生急性中毒应立即将中毒者送医院急救，并向院方提供中毒的原因、毒物名称等； 

（二）若不能立即到达医院，救护组可采取现场急救处理：吸入中毒者，迅速脱离中毒现场，

向上风向转移至新鲜空气处，松开患者衣领和裤带；口服中毒者，应立即用催吐的方法使毒物吐出；

严重者，须立即就医。  

（三）应急人员一般应配置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毒服装、防毒手套、防毒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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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触电处置方案 

（一）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越快越好，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不准用手直

接触及触电者。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方法： 

1. 切断电源开关；  

2. 若电源开关较远，可用干燥的木橇，竹竿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或带电设备； 

3. 可用几层干燥的衣服将手包住，或者站在干燥的木板上，拉触电者的衣服，使其脱离电源； 

（二）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判断其神志是否清醒对症处理： 

1. 触电者神志清醒，要有专人照顾、观察；出现轻度昏迷或呼吸微弱情况时，可针刺或掐人中、

十宣、涌泉等穴位，并送医院救治。 

2. 触电者无呼吸有心跳时，应立即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触电者有呼吸无心脏跳时，应立即进

行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 

3. 触电者心跳和呼吸都已停止时，须交替采取人工呼吸和心脏挤压法等抢救措施。 

（三）发现伤员立即联系校医院救治，或拨打 120急救电话。 

6 附则 

1. 定期组织安全培训，让师生熟悉各种应急处置方案。 

2. 定期组织应急处置方案的演练，演练前须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演习结束后要进行总结，完成

演练和评审记录。应急预案综合演练每半年不少于 1次。 

3. 当实验室内使用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及高温设备有较大变化时，应及时组织维护和更新本预

案，实现持续改进。 

4. 本预案由××实验室负责制定，自 2015年×月×日开始实施 

  7 附录 

应急救援小组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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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实验安全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维护学院师生及财产安全，防止实验安全事故发生，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本着预防与

应急并重的原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学院各类教学和科研实验室，在开展危险性实验前，必须填写《材料学院实验安全评

估报告》，涉及危险性实验的学生导师和实验室责任人必须为本院正式教师。 

危险性实验是指实验操作过程中涉及加热设备、特种设备、高电压或高电流设备、冰箱、

危险化学品、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生物等的实验，以及在反应过程中会产生危险物质或危害

后果的实验。其中加热设备包括电热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明火电炉、浴锅、电热枪、

吹风机等；特种设备是指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起重机械、专用机动车辆等，包含设

备所用的材料、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冰箱指存放

化学试剂的普通冰箱和防爆冰箱。 

三、审核程序 

1. 由拟开展化学实验的人员，提出申请，并按规定提交《材料学院实验安全评估报告》

（附件一）： 

（1）详细说明实验名称，实验流程，主要试剂及用量，试剂安全分析及防护装备，实

验安全分析及防护装备，实验操作注意事项等。 

（2）针对所开展实验所需空间、环境、硬件设施、人身安防、消防器材等条件，审核

实验室已有条件是否满足实验需要。 

（3）制定并提供《XX 实验室安全环保事故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同一实验室仅提供一

份给学院备案即可，需每年更新），具体范本可至校资源保障部下载中心下载。 

（4）针对实验性质和可能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实验废弃物处理程序和说明。 

（5）相关证明材料。 

2. 个人提交书面申请，学院安全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至学院安全管理员处获得实验

编号，方可开展实验。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必须按照规定填写《试验信息登记卡》并注明实

验编号，其中涉及通风橱操作的实验，必须填写《通风橱试验信息登记卡》并注明实验编号。 

凡申请材料不全或实验条件不合格，学院审核一律不予通过。申请人亦不得私自开展相

关实验，违者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追究责任。 

四、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 3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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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材料学院实验安全评估报告》 

 
 

序号 地点/项目 实验 / 事件 (常规 / 非常规) 优先性 评估预定日期 

     

     
  

实验/事件顺序 (事件顺序清单- 事件或基于实验的风险评估) 

部门:  地点:   实验室:   

序号 实验/事件 操作顺序/任务 

   

   

   

   

   

   

   

 

实验操作清单 

部门:  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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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实验危险源评估表 

部门:  实验/事件名称:  地点:  

实验操作人员姓名:  实验室负责人姓名：  查看日期:  下一个查看日期:  

 

1. 危险源辨识 2. 风险控制 

编号 任务 危害 可能结果 现存的危险控制方法 

严 

重 

程 

度 

可 

能 

性 

风 

险 

等 

级 

附加/新控制方法 

严 

重 

程 

度 

可 

能 

性 

风 

险 

等 

级 

执行 截止日期 

              

              

              

 

       

      

 

       

      

 

       

      

 
操作人签名/日期  指导教师签名/日期  本实验室安全员签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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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ihood 

Severity Unlikely (1) Possible (2) Likely (3) 

Low(1) 1 2 3 

Medium (2) 2 4 6 

High(3) 3 6 9 

 

Severity Categories 

Level Human (Impact to Physical Being) 

(1) Low No injury, injury or ill-health requiring first aid treatment only - includes minor cuts and bruises, irritation, ill-health with temporary discomfort 

(2) Medium Injury requiring medical treatment or ill-health leading to disability, includes lacerations, burns, sprains, minor fractures, dermatitis, deafness, work-related upper limb disorders 

(3) High Fatal, serious injury or life-threatening, occupational disease, includes amputations, major fractures, multiple injuries, occupational cancer, acute poisoning and fatal diseases 

Level Indicators for Risk Level        Human (Impact to Physical Being) 

(1) Low No MC given by doctor 

(2) Medium ≥ 1 day MC or need hospitalisation 

(3) High Fatality, permanent，Disability or life threatening disease 

 

Likelihood Categories 

Level Events Frequency 

(1)  Unlikely Not likely to occur (has not occurred in the PI’s Lab or similar Lab setup) 

(2)  Possible Possible or Known to occur (has occurred in the PI’s Lab or similar Lab setup) 

(3)  Likely Common or repeating occurrence (has occurred repetitively in the PI’s Lab or similar Lab setup) 

 

Risk Level and Acceptability Criteria 
Risk Score Risk Level Acceptability of Risk Recommended Actions 

1 - 2 Low Risk Acceptable 
No additional risk control measures may be needed. 

However, frequent review may b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risk level assigned is accurate and does not increase over time. 

3 – 4 Medium Risk Moderately Acceptable 

A careful evaluation of the hazard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ensure that the risk level is reduced to as low as is practicable 

within a defined time period.Interim risk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may be implemented. 

Management attention is required. 

6 - 9 High Risk Not Acceptable 

High Risk level must be reduced to at least Medium Risk before work commences.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interim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risk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not be overly dependent 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or appliances. If need be, the hazard should be eliminated before work commences. 

Immediate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is required before work comm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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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安全标兵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 

一、编制目的 

在学校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和国际化学生培养计划的大背景下，围绕“综合性、研究型、

全球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目标，为更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工作环境和安全氛围，达

到“科学、规范、安全、高效”的目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与

环保管理办法（南工校资[2016]10号）》等系列文件精神，结合学科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涉及材料学院所有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的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相关实验

室责任人必须是本院正式教师。 

三、检查制度 

1. 实验室安全检查采取例行检查、专项检查和交叉检查三种方式，每年 3 月、4 月、5

月、9月、10月、11月、12月的最后一周和每学期的第 20周进行。 

2. 例行检查由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组织进行。 

3. 专项检查和交叉检查专门邀请学校实验室管理办公室人员、材料学院研究生辅导员

和部分研究生进行。 

四、奖励办法 

1. 根据检查小组对实验室安全管理打分，得出各实验室安全检查成绩。 

2. 实验室安全检查打分高于 90分、且排名前三的实验室，发放《材料学院安全标兵实

验室》流动红旗，并给予表彰和适当奖励。 

3. 每学年统计各实验室获得流动红旗的次数，对次数最多的实验室给予奖励。 

4. 所在实验室获得过《材料学院安全标兵实验室》称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奖学金、

三好、优干等评选中给予优先考虑待遇。 

五、具体实施 

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由学院安全领导小组指导，由学院安全管理员、辅导员具体组织实

施。 

六、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 3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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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 

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

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我部关于切实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统一部署，通过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不断提高

师生安全意识，增强师生安全防护能力，提升高校校园安全和人才培养整体水平，现就相关

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化认识，增强教学实验室安全红线意识 

高校教学实验室是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主要阵地，是支撑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场所，覆

盖学科范围广，参与学生人数多，实验教学任务量大，仪器设备和材料种类多，潜在安全隐

患与风险复杂。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学校和

社会的安全稳定。 

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切实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高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复杂性，

始终坚持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强制性标准作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底线，不折

不扣予以执行。 

二、强化担当，健全教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高校是教学实验室安全责任的主体。高校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在学校统一领导下，构建

由学校、二级单位、教学实验室组成的三级联动的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高校应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分层落实责任制。高校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学校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高校教学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协助第一责

任人负责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是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领导责任人。其他校领导在分

管工作范围内对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监督、检查、指导和管理职责。学校二级单位党政

负责人是本单位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领导责任人。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

管理人员负责学校教学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学校教学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直接责任人。 

三、细化管理， 完善教学实验室安全运行机制 

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要坚持精细化原则，系统总结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经验教训，

教高厅[201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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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析不同专业门类教学实验室、不同岗位、不同人员的安全风险因素和行为，推动科学

管理、规范管理和高效管理，实现对教学实验室安全的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的管理和控

制。 

高校要根据学校基础条件和教学实验室的专业门类特性，不断完善教学实验室全生命周

期安全运行机制。对新建教学实验室，应把安全风险评估与审核作为建设立项的必要条件。

对改建、扩建教学实验室，应根据相应法律法规对建设方案进行评估。明确和落实建设项目

立项、规划、设计、施工等环节的安全责任。项目建设验收时，要同步进行安全验收。教学

实验项目要进行事前安全风险评估，明确标识安全隐患和应对措施。对实验教学过程中需要

使用的物品，建立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处置等全流程安全监控制度。要建立教学实验

室安全定期评估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切实消除隐患。要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依

法依规建立教学实验室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登记、报告、整改等制度，实行“闭环管理”，

确保整改责任、资金、措施、时限和预案“五落实”。要建立完善实验用危险废弃物处置备

案制度，协调有资质的企业及时进行处置。 

四、创新举措，推进教学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 

开展系统的安全宣传教育是做好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基础。安全宣传教育要以中

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系

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中涉及教学实验室安全的具体内容，通过案例式教学、规范

性培训和定期的检查考核等方式，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对安全风险的科学认知水

平。 

高校要根据师生特点，积极创新安全宣传教育形式。在传统课堂教学、讲座等形式的基

础上，积极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种宣传阵地刊播教学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内容。要依

托教学实验室定期开放日，积极宣讲教学实验室安全常识。要充分利用教学实验室的有效空

间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高校要建立教学实验室的安全准入制度，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必须进行安全技能和操作

规范培训，未经相关安全教育并取得合格成绩者不得进入教学实验室。鼓励高校开设有学分

的安全教育课程。要把安全宣传教育作为日常安全检查的必查内容，对安全责任事故要一律

倒查安全教育培训责任。 

五、突出重点，开展教学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 

高校要加强对教学实验室所有危险化学品、辐射、生物、机械、特种设备等实验设施、

设备与用品等重大危险源的规范管理。对重大危险源涉及的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和处置

等环节安全风险进行重点摸排和全过程管控，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和相应数据

库。 

高校要对教学实验室重大危险源开展专项定期检查，核查安全制度及责任制落实情况；

安全宣传教育情况；分布档案和数据库情况；规范使用和处置情况；检测及应急处置装置情

况；安全隐患及其整改成效等。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试点建立施行重大危险源分级分类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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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方联动，提高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 

加强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建设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工作

涉及预案管理、应急演练、指挥协调、遇险处理、事故救援、整改督查等工作。 

高校要统筹制定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根据实验项目变化加强动态修订。要建立落

实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逐级报备制度，加强自上而下的各部门应急预案的衔接。要完善

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组织架构，按照“精干、合成、高效”的要求调整理顺相关部门职能，

确保功能完备、人员到位、装备齐全、响应及时。要建立健全应急演练制度并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对实验室专职管理人员至少每学年进行一次相关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培训，不断提高

各层级、各部门、各单位相关人员的应急意识，不断提高现场救援时效和实战处置能力。要

切实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和经费的保障工作，完善教学实验室安全急救设施和个人防护器材

配备，确保突发事件预防、现场控制等工作的及时开展。教学实验室发生事故时，要按照相

关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开展应急处置，做好信息及时报送，全力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 

七、齐抓共管，夯实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基础 

高校要把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安全整体工作之中，做到安全工作与业务工作同

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将加强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作为

全面履行高校安全管理工作职能的一项重要任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以遏制重特大事故为

重点，着力消除监管死角和盲区。要创新安全监管方式方法，着力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要建立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制度。要加强安全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能力。要保证教学实验室安全经费投入，加强安全物资保障，确保

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和装备齐全有效。要不断提高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建设

全校统一的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及时登记、记录全流向、闭环化的危险源信息

数据，实现安全信息汇总、分析、发布、监督、追踪等综合有效管理，基本实现教学实验室

安全工作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和信息共享，促进信息技术与安全工作的深度融合。 

各高校的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所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切实担负起安全责任，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规章制度，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单位）

教育司（局）按年度向教育部报送所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情况，教育部直属高校按年

度直接报送。 

 

附件：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部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强制性标准

目录 

 

教育部办公厅   

2017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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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部分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目录 

一、部分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二、部分行政法规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辐射防护条例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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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三、部分部门规章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放射性环境管理办法 

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放射事故管理规定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管理办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行政复议暂行办法 

放射源编码规则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管理办法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法 

放射源分类办法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 

射线装置分类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 

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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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工伤认定办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原则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15 

气瓶安全监督规定 

四、部分国家强制性标准 

GB5172-1985   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 

GB15603-1995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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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9133-1995   放射性废物分类标准 

GB16351-1996  医用γ射线远距治疗设备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GB16352-1996  一次性医疗用品γ射线辐射灭菌标准 

GB16354-1996  使用密封放射源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GB16368-1996  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GB12265.3-1997 机械安全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 

GB50084-200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18597-2001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4500-2002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GB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50261-200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11806-2004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4717-2005   火灾报警控制器 

GB12158-2006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14194-2006  永久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50311-2007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85-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50166-200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15631-2008  特种火灾探测器 

GB19489-2008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7568-2008  γ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 

GB4053-2009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18218-200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4075-2009   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GB13076-2009  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14193-2009  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13690-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范 

GB10252-2009  γ辐照装置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规范 

GB16362-2010  远距治疗患者放射防护与质量保证要求 

GB17945-2010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16348-2010  医用 X射线诊断受检者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GB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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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1930-2010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GB14925-2010  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 

GB14925-2010  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 

GB26851-2011  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标准 

GB17589-2011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质量保证检测规范 

GB50346-2011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16163-2012  瓶装气体分类 

GB16361-2012  临床核医学的患者防护与质量控制规范 

GB12268-2012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15383-2011  气瓶阀出气口连接型式和尺寸 

GB16804-2011  气瓶警示标签 

GB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17914—2013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  附着性商品存储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  毒害性商品存储养护技术条件 

GB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8597-2001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政法司、规划司、职成司 

教育部办公厅                              2017 年 2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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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2 号， 1997 年 6 月 5 日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放射工作人员的管理，保障其健康与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对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实行《放射工作人员证》制度。 

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从事或涉及放射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规定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组织辖区内的监督管

理。 

第二章  放射工作人员证的管理 

第五条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由所在单位负责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放射工作人员

证》，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颁发。工作人员持证后方可从事所限定的放射工作。 

《放射工作人员证》由卫生部统一印制。 

第六条申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年满 18周岁，经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职业的要求； 

(二)遵守放射防护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个人剂量监督； 

(三)掌握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规，经培训、考核合格； 

(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和相应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 

第七条《放射工作人员证》每年复核一次，每 5年换发一次。超过 2年未申请复核的，需重

新办证。 

《放射工作人员证》的持证者，如需要从事限定范围外放射工作的，必须按第五、六条规定

办理变更手续。 

放射工作人员调离放射工作岗位时，应在调离之日起 30日内，由所在单位向发证的卫生行政

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交回《放射工作人员证》。 

遗失《放射工作人员证》的，必须在 30日内持所在单位证明，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补发。 

第八条放射工作单位一般不得雇用临时人员从事放射工作。确需使用临时人员从事辅助性放

射工作的，按本规定第六条办理。 

第九条因进修、教学等需要短期从事或接触放射工作的人员，按本规定第六条办理。 

第十条放射专业学生入学前，须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医疗机构进行入学前健康检查，

不符合健康标准(GB16387—1996)要求的不得就读放射专业。 

第十一条放射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放射防护培训。放射防护培训须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

可的放射卫生防护技术单位举办，并按照统一的教材进行培训，上岗前的培训时间一般 10天，上

岗后每 2年复训一次，复训时间不少于 5天。 

第三章  个人剂量管理 

第十二条所有从事或涉及放射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接受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

案，并按规定交纳监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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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调动时，个人剂量档案应随其转给调入单位，在其脱离放射工作后继续保存 20

年。 

第十三条凡接受个人剂量监测的放射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必须佩戴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可

的个人剂量计。 

个人剂量计的测读周期一般为 30 天，也可视情况缩短或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 90天。 

第十四条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的实施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技术单位负

责。负责监测工作的单位应将监测结果及时通知被监测者所在单位。所在单位应将个人剂量监测结

果抄录在各自的《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第十五条个人剂量监测的仪器、方法、评价和记录，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承担个人

剂量监测的单位，必须参加卫生部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指导机构组织的质量控制和技术培训。 

第十六条进入放射工作控制区以及参加应急处置的放射工作人员，除须佩戴个人剂量计外，

还须佩戴报警式剂量仪。 

第十七条对操作开放型放射源的工作人员，摄入量可能超过年限值的 1/10时，应开展摄入量

监测。 

第十八条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高于年剂量限值的 3/10时，个人剂量监测单位应督促放射

工作人员所在单位查明原因，并采取改进措施。 

第十九条当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高于年剂量限值时，除执行第十八条规定外，还应对受

照人员的器官剂量和全身剂量进行估算。 

第二十条具备个人剂量监测能力的放射工作单位，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查认可后，

方可对本单位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但必须定期接受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质量

监督。在完成年度监测后的 30日内，将个人剂量监测和评价结果按规定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规定的时间和报表格式将本地区的个人剂量汇总、超剂量受

照记录和个人剂量档案建档情况逐级上报。  

第四章  健康管理 

第二十二条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要求按国家《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GB16387—1996)执行。 

第二十三条对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应根据卫生部发布的《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及有关标准进行检查和评价。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后 1～2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可增加检查次数。 

第二十四条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工作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医疗单位负责实施。 

第二十五条放射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必须为所有放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详细记录历

次医学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其保存时间参照本规定第十二条执行。 

第二十六条对确诊已妊娠的放射工作人员，不应参与事先计划的照射和有可能造成内照射的

工作。授乳妇女在其哺乳期间应避免接受内照射。 

第二十七条对接受计划照射和事故所致异常照射的工作人员，必须作好现场医学处理，根据

估计的受照剂量和受照人员的临床症状决定就地诊治或送专门医疗机构治疗，并应将诊治情况记入

本人的健康和剂量档案中。 

第二十八条对从事过放射工作，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每 2年对其进行医学随访观察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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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事放射工作累计工龄 20年以上或放射性核素摄入量是年摄入量限值的两倍以上； 

(二)铀矿工在一年内氡子体累积曝露量在 100 个工作水平月以上； 

(三)一次或几天内的照射剂量当量在 0 1Sv 以上； 

(四)一年全身累积照射剂量当量在 1 0Sv 以上； 

(五)确诊的职业性放射病者。 

事故受照人员的医学观察费用由被观察对象所在单位支付，涉及人员调动时由调入、调出单

位商定。 

第二十九条卫生部设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放射病诊断鉴定组，其职责是： 

(一)对全国的职业性放射病诊断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仲裁； 

(二)受理省级职业性放射病诊断鉴定组提出的疑难病例； 

(三)参与放射事故中受照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 

第三十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省级职业性放射病诊断鉴定组，其职责是： 

(一)负责辖区内职业性放射病的诊断工作； 

(二)负责辖区内放射事故中受照人员的医学检查与处理； 

(三)负责职业性放射病疑难病例的转诊。 

第三十一条对职业性放射病的诊断，按照国家己发布的放射病诊断标准和规定进行诊断和处

理，实行以诊断组集体诊断的原则，并以个人健康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和放射事故档案等文字记载

为依据，对没有上述档案记录者，不得进行放射病诊断。 

第三十二条职业性放射病诊断书(见附件)一式五份，诊断鉴定组、患者、患者所在单位、省

级卫生监督机构及国家职业性放射病诊断鉴定组各存一份。 

持职业性放射病诊断书的患者每 2 年进行一次复查、诊断。 

第三十三条放射工作人员的保健津贴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执行。 

临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者，可继续享受保健津贴，但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正式调离放射工作岗位者，可继续享受保健津贴一个月，从第二个月起停发。 

第三十四条根据工作场所类别与从事放射工作时间长短，在国家规定的其他休假外，放射工

作人员每年可享受保健休假 2—4周。对从事放射工作满 20年的在岗人员，可由所在单位利用休假

时间安排 2一 4周的健康疗养，享受寒、暑假的放射工作人员不再享受保健休假。 

第三十五条放射工作人员的工龄计算，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放射工作人员按本规定在接受健康检查、治疗、休假疗养或因患职业性放射病住

院检查、治疗期间，保健津贴、医疗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对诊断为职业性放射病或不适宜继续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所在单位应及时将其

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另行分配其他工作。 

对确诊为职业性放射病致残者，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评定伤残等级并发给伤残抚恤金。 

因患职业性放射病治疗无效死亡的，按因公殉职处理。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对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

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限期改进，停工或停业整顿，或

处以 1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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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经培训或未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从事放射工作的； 

(二)未经上岗前健康检查而上岗的； 

(三)上岗后未进行定期健康检查，没有建立健康档案的； 

(四)上岗后未按规定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没有建立个人剂量档案的； 

(五)弄虚作假的。 

第三十九条对违反本规定从事放射工作而造成意外照射导致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依照《放

射事故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本规定所指的放射工作人员是指从事超过放射性豁免限值的职业照射实践的人员。 

第四十一条本规定所指的健康检查是指从事放射工作上岗前预防性健康检查和上岗后的定期

健康检查。 

第四十二条本规定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本规定自 1997年 9月 1日起施行，原 1985年发布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

测规定》、1988年发布的《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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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管理办法（试行） 

南工校资[2016]11 号 

根据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等级和标准的暂行规定》（装备

局字〔1988〕00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原《南京工业大学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

营养保健的管理办法（暂行）》（南工资［2004］17号）进行修订，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营养保健发放范围与等级 

凡从事接触放射性元素、化学及生物类有毒有害物质及物理致害因素的实验技术人员、教学

人员、科研人员、保管人员和长期在有毒有害环境中工作的其他人员均属于发放范围，并按以下方

式分类、分级。 

甲级 

1、长期从事有机合成、高分子合成、金属有机化合物合成等研究工作，在实验中经常使用多

种剧毒、高毒化学药品或大量使用多种中毒化学药品，并接触上述有毒气体或粉尘者。 

2、经常吹制和修理含汞、铅、稀有元素或其他有毒物质玻璃仪器的专职人员。 

3、从事 X衍射、放射性核素研究，实验教学、分析测试的直接上机者。 

4、从事鼠疫、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菌和病毒的研究实验工作或病理、人体解剖工作者。 

5、长期从事致癌物质的研究或在实验中经常使用强致癌物质者。 

乙级 

1、从事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的实验课教学工作，使用剧毒、高毒化学药品，并在工作中接

触上述物质的有毒气体或粉尘者。 

2、长期从事生物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含催化化学及胶体化学）等研究工

作，在实验中主要使用、接触高毒以上化学药品者。 

3、长期从事核磁、发射光谱等研究或测试工作，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接触有毒物质者。 

4、长期从事砷、汞、铅、铬、锑、锰、铍、镉、硒、氰、磷及其化合物等剧毒物质的分析工

作，经常接触其有毒气体或粉尘者，包括专职化铅、铸字、浇版工。 

5、专职从事电镜维护、操作、曝光及蒸发，电子束或离子束焊接、等离子切割、氩弧焊的工

作人员。 

6、从事 X光探伤及荧光分析工作的专职人员。 

7、从事校级化学品库房化学药品和化工原料的保管、分装和发放以及废弃物收集工作者。 

8、从事一般致癌物质的研究或在实验及其它工作中经常接触上述物质者。 

9、从事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和致病菌种、病毒的分类、鉴定、培养和保藏工作者。 

10、从事研制调试有毒染料介质激光器或功率大于 50瓦的大功率激光器调试的工作人员。 

丙级 

1、从事生物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含催化剂化学及胶体化学）等研究和实

验课教学工作，经常接触中、低毒化学药品者。 

2、从事质谱、吸收光谱、色谱的元素分析等方面的实验工作，经常使用、接触有毒化学药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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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职静电复印工和暗室洗相（含彩色洗相或印刷业中的照相制版），在工作中接触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者。 

4、从事植物组织切片工作（不含取材、固定、包埋、切片、显微镜观察和照相等），在制片

染色过程中接触甲苯等有毒物质，在电镜制片过程中接触有毒物质者。 

5、从事动物生理学实验、运动解剖学研究和标本制作植物和昆虫标本制作保管，在工作中接

触开放性汞、升汞、甲醛和砒霜等有毒化学药品色者。 

6、从事平均功率小于 50瓦的激光器研制、调试的工作人员。 

7、从事微波设备的研制、调试、使用操作和观察点的微波功率密度一日八小时连续辐射时大

于 38微瓦／平方厘米或短时间间断辐射及一天辐射剂量超过 300微瓦时／平方厘米的工作人员。 

8、长期在大于 90分贝（dB）的噪声条件下（脉冲声除外）工作的人员。 

9、经常在热辐射强度较高的条件下工作的人员，如普通玻璃仪器吹制工、锻工、铸工等。 

10、长期在有害环境中工作，并经常接触有毒气体或粉尘的实验室专职管理人员。 

11、从事热分析仪器的调试、使用，接触其散发的有毒气体者。 

12、从事化学、生物、辐射教学研究的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以及院级化学品库房化学药

品和化工原料的保管、分装和发放和废弃物收集工作者。 

13、从事恶性肿瘤或其它有毒有害物质试验的实验动物饲养工。 

丁级 

1、经常接触用升汞、砒霜等有毒物，消毒处理过的动植物标本，从事分类鉴定工作的人员。 

2、空调、冰箱等致冷设备的专职维修工。 

二、营养保健津贴发放标准及方法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凡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人员均可享受营养保健，并视有毒有害物质的种

类（附件一）、毒性大小、接触时间长短和损害健康的程度等，严格划分等级，给予不同级别的营

养保健津贴（见下表）。 

（一）标准： 

1、从事本科教学和管理工作人员的经费由学校行政专项经费列支。 

2、从事科研的人员、研究生（含从事科研的本科生）的经费由科研经费中列支。 

3、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二级单位，营养保健费发放由该单位自行决定。 

（二）计算方法： 

1、从事放射性类工作人员按月发放保健津贴。每月 15天（含）以上者，可享受全月保健；

15 天以下享受半月保健待遇。 

2、从事非放射线类有害工种者，按实际接触天数发放保健津贴。每日保健津贴金额为该级别

的 1/22，22天为满月。 

3、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中每天工作超过 4小时（含）算一天，不足 4 小时算半天。 

4、从事本科实验教学任务的人员，按实验教学时数（包括预备实验）计算发放。 

5、从事科研和生产任务的人员，按实际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天时数计算发放。 

     级别 

金额 

甲级（元/月） 乙级（元/月） 丙级（元/月） 丁级（元/月） 

110 88 6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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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校生在毕业设计、论文或参与科研实验中接触有毒有害健康物质连续工作超过三个月时，

可按相应标准享受营养保健。 

7、临时进入有毒有害或放射性实验室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本校人员，享受该实验场所工作人

员同等保健待遇，按实际接触天时数计算发放。 

8、事假、病假、探亲假、脱产学习、出差或临时调至非有害工种岗位的，离岗时段不享受营

养保健费。 

9、经职业防治专科医院或学校认可的医院诊断为放射性或因职业中毒而住院的从事有毒有害

工种人员，在住院病假期间可享受原等级营养保健费。 

10、同时从事两种有毒有害工种者原则上按其中等级高者计算保健津贴。 

三、申报及审批 

1、营养保健津贴每学期发放一次。各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每年 1 月和 7月的第一周周五前

按经费科目分别填报上一学期的《南京工业大学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津贴发放申报表》

（附件二），经本单位主管领导初审签章后报资源保障部审核，逾期不补。 

对报审的材料有疑问时，申报单位应提供工作记录，以便核实。 

2、行政经费列支的费用经资源保障部核准后，报人才资源部审批，由计划财务部负责发放。 

其他科目列支者，由科目管理部门审批发放。 

四、附则 

1、营养保健只是一项辅助性的保护措施，还应在设备、工艺、防护上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

上避免或减少职业危害。 

2、营养保健是对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的关怀，不是集体福利。应严格按标准执行，不得任

意扩大、缩小保健范围；不得任意提高、压低等级。 

3、本办法由主管校领导授权资源保障部负责解释与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南京工业

大学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的管理办法（暂行）》（南工资［2004］17号）同时废止。 

4、本管理办法与上级的政策精神不相符者，按上级的文件规定办理。 

 

附件： 

1. 化学药品、试剂毒性分类 

2. 南京工业大学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保健津贴发放申报表 

 

 

             南京工业大学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http://wzc.njtech.edu.cn/new/myEditor/attached/file/20161221/20161221141296219621.doc
http://wzc.njtech.edu.cn/new/myEditor/attached/file/20161221/2016122114127876787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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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实验室人员准入及管理办法（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维护学院师生及财产安全，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本着预防与应急

并重的原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涉及将进入材料学院实验室进行学习、工作的所有人员（本科生、研究生、留学

生、博士后、材料学院教职工、协同创新中心职工等）。 

三、管理规定 

1. 严格根据材料学院实验室准入流程（流程详见图 1）： 

（1）进校之初，登录材料学院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http://210.28.203.187:1000/），

自行学习了解实验室安全知识、《实验室安全手册》以及国家、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和相关表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校、院组织的安全讲座和培训。 

（2）学习后，登录材料学院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参加实验室安全技能培训网上考试。

考试成绩≥90分为合格（满分 100分，每人 2次考试机会）。 

（3） 考试合格后方可从实验室负责人处获取并学习《xx实验室安全环保应急预案》（同

一房间仅提供一份给学院备案即可，需每年更新），了解所在实验室的所有危险源和防护应

急措施。考试不合格，须再次学习安全知识，一周后安排补考。 

（4）根据所学安全知识和实验室应急预案，结合自己的课题内容，提交《实验安全可行

性评估报告》，分析自己实验中的危险源和防护措施，并从学院安全管理员处获取同一实验

室其他人员的《实验安全可行性评估报告》，了解其他人所接触的危险源和相关防护知识，

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顺利逃生。 

（5）《实验安全可行性评估报告》经导师和实验室负责人核查并签字认可，由承诺人、导

师和分管领导三方签署《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承诺书》后，获

得《实验室准入证》，领取实验室钥匙。 

（6）已有材料学院实验室准入证，但需要更换实验室的，需重复（3）、（4）（5）流程，

申请相关实验室准入证。 

（7）在危险性实验操作中出现严重违规现象的，没收相关人员准入证，所涉及实验室须

关停整改一周，并提交整改报告，具体说明违规事项、原因分析、涉及人员、具体整改措施

等。经学院安全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相关人员方可重新申领《实验室准入证》。 

2. 未获得实验室准入证而擅自配备实验室钥匙的，属于偷窃行为，将移交相关单位进

行处理。 

3. 没有《实验室准入证》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擅自

进入实验室；不得将无关人员带入实验室。 

4. 外单位来访人员如需进入实验室，须由实验室负责人向学院提交《来访人员申请表》，

经学院安全领导小组核准后，在安全管理员处登记来访人员信息，佩戴统一名牌、学习相关

安全守则、穿着实验工作服并在实验室负责人陪同下方能进入实验室。 

5. 《实验室准入证》损毁须补办的，须提供《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

室安全责任承诺书》、情况说明。  

四、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 3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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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材料学院实验室人员准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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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责任承诺书 

为加强实验室等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做好以防盗、防火、防爆、防灾害事故为中心的

安全预防工作，保障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特制订材料学院师生安全责任承诺书。主

要内容规定如下：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校制订的《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废弃物处置实施细则（试行）

(南工校资［2014］3号)》、《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南工校资［2014］

4 号)》、《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试行）(南工校资［2014］5 号)》、《南京工业

大学实验室突发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试行）(南工校资［2014］6 号)》、《南京工业

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南工校资［2014］11号)》、《南京工业大学实

验室冰箱安全管理规定(南工校资［2014］12 号)》、《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管理

办法（南工校资[2016]10 号）》、《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南工校资[2016]12号）》

等各类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以及学院相关安全管理办法和规定。 

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安全教育讲座、演习，掌握有

效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术。 

三、因违章操作、玩忽职守、忽视安全而造成的各种事故，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四、安全责任承诺书一式 3份，承诺人（研究生）、导师和学院各留存一份。 

  

 

     承诺人（研究生）签字：               导师签字： 

 

 

院领导（分管安全）签字：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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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实验室危险物品准入管理办法（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维护学院师生及财产安全，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本着预防与应急

并重的原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涉及危险物品包含：加热设备、特种设备、冰箱、危险化学品、放射源和射线装

置、生物等。其中加热设备包括电热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明火电炉、浴锅、电热枪、

吹风机等；特种设备是指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起重机械、专用机动车辆等，包含设

备所用的材料、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冰箱指存放

化学试剂的普通冰箱和防爆冰箱。 

凡本学院涉及搬入危险物品的各类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和办公室，必须按照危险物

品准入管理办法进行审核。所涉及实验室负责人或办公室负责人必须为本院正式教师。 

三、准入流程 

1. 由涉及搬入危险物品的相关人员，提出申请。 

2. 提交《材料学院危险物品准入申请表》（附件一）和《材料学院危险物品安全评估报告》

（附件二）。 

（1）详细说明搬入物品的使用保管人、目前存放地、拟搬至地点和物品信息。 

（2）详细说明危险物品名称、数量、直接/间接安全隐患、存放要求（包括空间、水电

气、温度、湿度等）、使用操作要求、培训要求等。 

（3）详细说明实验室已有存放条件、应急设施及具体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证明材料等。 

（4）制定并提供《XX实验室安全环保事故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同一实验室仅提供一

份给学院备案即可，需每年更新），具体范本可至校资源保障部下载中心下载。 

（5）相关证明材料。 

3. 个人提交书面申请，学院安全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至学院安全管理员处获得准入编

号，方可搬入。凡申请材料不全或房间条件不合格，学院审核一律不予通过。申请人亦不得

私自搬入相关物品，违者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追究责任。 

四、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 3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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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材料学院危险物品准入申请表 

 

保管人 
 目  前 

存放地 

 拟搬至 

存放地 

 

资产编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价（元） 购置日期 厂家 

      

      

      

      

      

      

      

      

      

      

      

      

      

      

 

 

填表人签名：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日期： 

 

 

单位意见：                    分管领导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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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材料学院危险物品安全评估报告 

报告编号：                  日期 ：    年   月   日 

危险物品保管人  联系方式  

危险性类型 
加热设备（   ）、特种设备（   ）、冰箱（   ）、放射源和

射线装置（   ）、危险化学品（   ）、生物（   ）其他（   ） 

拟存放地点  

一、危险物品名称、数量、直接/间接安全隐患、存放要求（包括空间、水电气、温度、

湿度等）、操作要求、培训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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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已有存放条件、应急设施及具体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证明材料（请附实物

图：环境条件、消防器材、人身安防等说明性图片） 

 

 

 

 

 

 

 

 

 

 

 

 

 

 

 

 

 

 

 

 

 

 

 

 

三、安全环保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请另附详细报告） 

四、申报承诺 

 

     本危险物品申报的各项材料客观、真实、有效。 

 

实验室责任人（签名）： 

 

                                                年      月      日 

五、审核结果 

 

 

 

单位分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评估报告一式两份，申报人和学院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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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气瓶的颜色标志 

气瓶颜色标志（GB 7144—1999）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12—17 批准    2000—10—01 实施） 

 下载地址：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255&class=958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255&class=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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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4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实验室气瓶的安全使用，保护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9

年国务院令第 549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 591号）和《气瓶安

全监察规定》（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第 46号令）、《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试行）等

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实验室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0MPa·L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

或低于 60℃的液体的气瓶（不含仅在灭火时承受压力，储存时不承受压力的灭火用气瓶）。按其

临界温度可划分为三类： 

（一）临界温度小于-10℃的为永久气体； 

（二）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10℃，且小于或等于 70℃的为高压液化气体； 

（三）临界温度大于 70℃的为低压液化气体。 

第三条 各单位领导对气瓶的安全保管和使用负责，应定期检查气瓶的安全管理情况及对气瓶

使用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对气瓶进行日常管理，掌握气瓶的使用

情况、使用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章  申购和检验 

第四条 凡需使用气瓶的单位或个人，须制定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五条 租用或购买实验室普通气瓶的单位和个人，填写《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普通气瓶使

用申购表》，由本单位领导审批；租用或购买实验室特殊气瓶（乙炔、氢气、氧气等具有自聚、自

爆、助燃等危险性气体）的单位或个人，填写《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特殊气瓶使用申购表》，

经本单位领导审核后，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需使用剧毒气瓶者，在满足使用、储存与处置的条件下，经分管校长签批，报公安部门审批，

同意后方可租用或购买。 

第六条 获得审批同意后，各单位或个人必须到具有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制造许可证书的企业

租用或购买气瓶，到具有省级质监部门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的单位充装气体。 

第七条 气瓶租用或购买后须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入账手续，经审核签章后方可至财务

处报销。 

第八条 随设备配置的气瓶，须同时执行学校设备管理的相关规定。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3095955820.doc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3095955820.doc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310002243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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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接收或转让气瓶。确因科研协作需要的，须经保卫处、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审批，剧毒品还须分管校长签批并报公安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条 本规定范围内的所有实验室气瓶都须执行国家定期检验制度。 

（一）检验周期： 

1、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二年检验一次； 

2、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每三年检验一次； 

3、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每五年检验一次。 

（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气瓶有腐蚀、损伤或对怀疑其可靠性时，应提前进行检验。 

（三）库存或停用时间超过检验周期的气瓶，启用前应进行检验。 

（四）不得租用或购买未经检验的或检验不合格的气瓶。 

第十一条 在使用实验室气瓶前应作如下检查，以免不合格气瓶流入学校： 

（一）外观颜色、字样和色环是否符合国家 GB7144《气瓶颜色标记》的规定，与厂家提供的

单证内容是否相符，各部件是否完整无损。 

（二）检查气瓶肩部的钢印： 

1、气瓶生产日期是否在使用期限内； 

2、气瓶检验钢印及标记是否在检验允许的使用期限内。 

（三）充装好的气瓶是否具有产品合格证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四）按规定方法检测是否漏气。 

第十二条 学校相关部门对各单位实验室气瓶的安全使用和管理情况随时进行检查，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各单位须及时纠正，避免发生危险。  

第三章  储存和搬运 

第十三条 储存气瓶的实验室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一）气瓶实验室应专用，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其设置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

定。 

（二）实验室内不得有敞开式的地沟、暗道，严禁明火（含电火花），远离其他热源。具备防

爆的照明、通风设施，保持干燥，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浸淋。 

（三）盛装易发生聚合反应或分解反应气体的气瓶，必须根据气体的性质控制实验室内的温度。 

（四）空瓶与实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的区分标志。不同气瓶里的气体相互接触后能引起燃

烧、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应分室存放和使用，并在附近配备防毒用具和灭火器材。 

（五）气瓶必须在期限内使用完毕或送检。 

（六）实验室内气瓶除符合上述规定外，还必须做到： 

1、放置整齐，戴好瓶帽，用钢瓶架和其他防止倾倒的固定装置，不得横放； 

2、不与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化学品混存，并避开各种放射源； 

3、有气体泄漏的气瓶不进入实验室； 

4、存放数量以不影响工作为准，尽量少存； 

5、不宜在实验室内存放的气瓶，移入专用库房。 

第十四条 气瓶的搬运（一般指实验室与实验室之间的移动）应遵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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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瓶搬运前，操作人员必须了解瓶内气体的名称﹑性质和搬运注意事项，并备齐相应的

工具和防护用品； 

（二）检查所搬气瓶各部件标牌是否完好，关紧阀门，确保没有泄漏； 

（三）装上防震垫圈，旋紧安全帽，用特制的担架或气瓶专用小推车搬运，严禁使用叉车、翻

斗车或铲车搬运。不得与化学品混装混运； 

（四）装卸气瓶时应轻装轻卸，禁止采用抛、滑、摔、滚、碰等方式，以免因野蛮操作引发事

故； 

（五）装车后应采用适当的办法固定，避免途中滚动、碰撞； 

（六）禁止手执气瓶开关阀搬运。  

第四章  使用和处置 

第十五条 实验室气瓶的使用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使用前须进行安全状况检查，对所盛装的气体进行确认，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严禁入

库和使用； 

（二）使用时须加装与之相适应的减压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如说明书、注意事项等）正确

使用气瓶； 

（三）不得对气瓶体进行电焊引弧，不得进行焊接修理，挖补等工作，不得擅自更改气瓶的钢

印和颜色标记； 

（四）不得使用已报废或超过使用期限的气瓶； 

（五）防止曝晒，严禁敲击、碰撞； 

（六）气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剩余压力或重量，永久性气体气瓶剩余压力应不小于

0.05Mpa（表压）；液化气体气瓶应留有不少于 0.5%～1.0%规定充装量的剩余气体； 

（七）可燃性气体以及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必须配置防止倒灌的装置，如单向阀、止回

阀、缓冲罐等。 

（八）使用气瓶者须经过岗前培训。学生操作时应有指导教师在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指导教师有责任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应急措施告知学生。 

第十六条 购买的气瓶需要报废的，必须交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不得私自处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实验室气瓶发生事故时，事故单位必须按照防范措施、应急预案、《锅炉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特种设备事故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置并及时上报，并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做到“事故

原因不清楚的不放过，当事人未受教育的不放过，未制定防范措施的不放过”。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人员，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权予以没收物品或通报批评等处

罚，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学校将给予相应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不一致或有抵触的，以上

级文件为准。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学校授权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卫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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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11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和安全管理，保障师生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确保

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4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9 年国务院令第 54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种设备是国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认定的仪器设备，包括设备部件及配套装置。本办法所

称实验室特种设备是指与学校实验室工作直接相关，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

（含气瓶）、起重机械、专用机动车辆等，包含设备所用的材料、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

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 

第三条  资产管理处和保卫处对我校实验室特种设备进行安全监督管理。使用单位具体负责本单位

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和使用等事宜，并明确本单位分管负责人。 

第四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须通过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培训、考核，取得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的工作，并按国家规定按期

年检。   

第二章  购置  

第五条  凡需购置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单位或个人，购置前须制定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事

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指定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存放场所须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安全可靠，防盗措施到位。 

第六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的购置须执行国家有关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和学校设备管理的相关规定，填

写《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申购资格报批表.doc》。 

第七条  购置实验室特种设备，须选用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所许可的设计、生产单位的

产品。采购和验收时，应要求附有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

使用和维护说明，监督检验合格证明等文件。 

购置境外制造的实验室特种设备，须符合我国有关特种设备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技术规程

的要求。 

第八条  使用单位不得擅自设计、制造和使用自制的特种设备，不得对现有特种设备进行改造或维

修。 

第三章  安装、登记、维修和改造 

第九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安装、维修和改造应由制造单位或受制造单位委托的具有国家认定的专

业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 

http://cly.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91811011562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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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结束后，使用单位应要求安装单位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对特种设备进行校验、调试和自检。自检

合格后，须报请专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在有爆炸危险的实验场所使用特种设备，安装和使用条件须符合防爆安全的技术要求。 

第十条  检验合格后，使用单位须及时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明后，方可投入使用。安全合格标志须固定在特种设备显著位置。 

第十一条  特种设备的维护、维修和改造应由原制造单位负责。如遇特殊情况也可选择具有资质的

单位负责，并签订相应的合同。结束后制造单位或施工单位经自检合格后，须报请特种设备检验机

构进行检验。 

第十二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安装、维修、改造结束后，使用单位应要求制造单位或施工单位尽快将

技术资料移交，存入安全技术档案。使用单位收到完整的技术资料，验收达到合同要求，并取得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证明后方可办理入库手续，报销相应的费用。  

第四章  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 

第十三条  各使用单位应定期检查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情况及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 

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档案内容主要包括： 

（一） 制造单位基本信息、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

资料； 

（二） 购置、安装、检验、维修和改造的合同书及技术资料； 

（三） 使用登记证明、检验报告书等文件资料； 

（四） 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五） 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

养记录； 

（六） 日常使用状况记录、定期检验记录、自行检查记录、运行故障及事故记录； 

（七）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和基本情况登记表。 

安全技术档案的建立要及时和完整。使用单位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向新单位移交技术档案，并向学

校资产管理处报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禁用的实验室特种设备： 

（一） 未经检验、未办理登记、未取得使用登记证明的； 

（二） 已超过检验日期或已达到报废年限的； 

（三） 已在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停用手续的； 

（四） 经检验被判定不合格的； 

（五） 已发生故障而未排除的； 

（六） 其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 

第十六条  使用单位应经常对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附属仪器仪

表等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定期自检。发现异常时，应及时处理，做好记录。  

第五章  检验、检查和事故处理 

第十七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

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年检周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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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校定期或不定期对实验室特种设备的注册登记、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制定、使用

管理、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技术档案建立健全等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九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对其进行全面检

查，及时处理。消除安全隐患并检验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二十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发生事故时，事故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防范措施、应急预案，

及《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突发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试行）》（南工校资［2014］6号）等

学校有关规定处置。发生突发事故坚持“三不放过”原则，即坚持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

责任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  

第六章  处置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到达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使用年限，或者虽未到使用年限但存在安全

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的，使用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向资产管理处提出报废申请，再到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产权发生转移时，使用单位和接收单位应到资产管理处备案，并至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章  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须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负责整理、登记并保管随机文

件和资料，建立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办理固定资产入帐和备案手续；制定或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组织安装、维护和保养；组织进行日常检查及定期检验等。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须通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认可的培训、考核，取得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的工作。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和有关的安全制度。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它不安全因素，应立即向上级单位及领导报告。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气瓶的管理除应执行本办法外，还须执行《气瓶安全监察规定》（2003年国

家质检总局第 46号令）、《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南工校资［2014］

4 号）等上级部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马弗炉、电阻炉等高温设备，真空冷冻干燥机等低温设备的安全使用和安全管理执行

本办法的相关条例。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权予以停用设备或通报批评等处罚，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

文件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资产管理处、保卫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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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普通气瓶使用申购表 

年    月    日 

申购单位  
申购人 

（签名） 

姓名  

工号  

电话  

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气体名称 
生产商或供

应商 
规格 数量 存放地点 

     

     

     

申购理由  

安全防范措施 
（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范

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申购人、使用人承诺 

为了保障安全，本人承诺按国家、学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做好普通气瓶的租用（购买）、保管和使用工作，如因不

规范操作等引起安全事故，由本人承担责任。 

           签名：                  

日期： 

保

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本单位实验室 

安全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批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学院，一份留资源保障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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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特殊气瓶使用申购表 

                                  年      月      日 

申购单位  
申购人 

（签名） 

姓名  

工号  

电话  

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气体名称 生产商或供应商 规格 数量 存放地点 

     

     

申购理由  

安全防范措施 

（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

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申购人、使用人 

承诺 

为了保障安全，本人承诺按国家、学校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做好特殊气体的租用（购买）、保管和使用工作，如

因不规范操作等引起安全事故，由本人承担责任。 

     签名：                  

日期： 

保

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本单位实验室安全 

管理员意见（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资源保障部 

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审批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长审批 

（剧毒品） 

 

 

 

 

年  月  日 

备注：1、特殊气瓶指装有乙炔、氢气、氧气等具有自聚、自爆、助燃等危险性气体以

及剧毒性气体的气瓶； 

2、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学院，一份留资资源保障部； 

3、剧毒性气体的气瓶须分管校长签字，并报公安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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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12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冰箱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减少安全隐患，维持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结合我校实

验室冰箱使用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冰箱包含冰柜及可将温度控制于室温以下的设备。实验室冰箱的安全管理

除须遵守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外，还必须执行本规定所列的各项条款。 

第三条 冰箱使用单位须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并上墙。经常检查冰箱的使

用状况，包括密封条、风扇、压缩机，以及存放的危险化学品等。 

第四条 存储在冰箱内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必须密封良好，不得混放易产生化学反应的化学品。 

第五条 新购置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的冰箱必须是防爆冰箱。现有冰箱达到防爆要求方可用于

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达不到要求的不能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 

第六条 严禁在存放化学品的冰箱内存放食物、食材等非实验材料。 

第七条 冰箱须放置在通风良好处，周围 50 厘米范围内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气体钢瓶和其

他杂物。 

第八条 实验室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冰箱应在国家规定的有关电器安全使用年限内使用。 

第九条 到达使用年限或虽未到报废年限且经维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冰箱须作报废处理。 

第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或人员，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权予以通报批评等处罚，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授权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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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实验室加热设备的安全管理，保障全院

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南

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管理办法（南工校资[2016]10 号）》、《南京工业大学实验

室工作规程（南工校资[2016]12 号）》等系列文件精神，结合学科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涉及加热设备包括实验室（含公共实验室）常用的电热恒温箱、高温炉、

电阻炉、明火电炉、浴锅、电热枪、吹风机等。 

三、安全使用与管理规定 

（一）电热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等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1. 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等加热设备应放置在通风干燥处，周围不得存放易燃

易爆化学品、气体钢瓶和纸板、泡沫、塑料等易燃杂物。同时在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

示标识，做好必要的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措施。 

2.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的单位必须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并张贴上墙，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正确使用。 

 3. 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等运行期间，须加强观察（一般需每 10~15 分钟观察

1 次），并有人值守。  

4. 恒温箱内不得加热易燃易爆试剂。恒温箱内不得用塑料筐等易燃容器盛放待烘

烤的实验物品，应采用搪瓷、不锈钢、玻璃、陶瓷等材料制作的容器盛放。  

5. 温检仪表比须按规定年检，确保计量准确。 

6. 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等使用完毕，应立即切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并确

认其冷却至安全温度才能离开。       

（二）明火电炉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7.  凡涉及化学试剂的实验室原则上不得使用明火电炉，建议使用密封电炉、电磁

炉、加热套（碗、板）、水浴锅、油浴锅、沙浴锅、金属浴锅等替代。  

8. 如确实因科研、教学特殊需要，无法使用其它加热设备替代明火电炉的，必须

在使用场所配备灭火器、沙桶等灭火设施，隔离易燃易爆物品，并填写《明火电炉使

用审批表》，报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审核批准，取得“明火电炉使用许可证”  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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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9. 实验室不得无证使用明火电炉。   

（三）加热浴锅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10. 在加热浴锅周边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示标识。  

11. 使用水浴锅、油浴锅、沙浴锅、金属浴锅等加热设备前，应先加入适量的加热

介质才能通电。  

12. 加热浴锅运行时，禁止触摸内胆、板盖等部件，防止被烫伤。禁止向油浴锅、

沙浴锅、金属浴锅等加入水、易燃易爆液体。 

13. 加热浴锅使用完毕，应立即切断电源，拔掉电源插头。   

（四）其它加热设备的安全使用与管理  

14.禁止用电热设备烘烤溶剂、油品、塑料筐等易燃、可燃挥发物。 

15.若加热时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须在通风柜内进行操作，并填写通风橱试验信

息登记卡，放置于显眼处。 

16.电热枪、吹风机等加热设备使用完毕，应立即切断电源，拔掉电源插头。不得

将刚使用完毕的电热枪、吹风机等收纳起来。   

四、加热设备的报废  

17. 电热恒温箱、高温炉、电阻炉等加热设备的使用年限一般为 12 年。对于超过

使用年限或虽在使用年限内但已无法正常工作的加热设备应及时作报废处理。      

五、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材料学院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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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9 号，2005 年 9 月 14 日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的监督管理，促进放射性同位素、射

线装置的安全应用，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环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以及转让、进出

口放射性同位素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放射性同位素包括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第三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 

国务院公安、卫生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条例的规定，对有关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

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条例的规定，对

本行政区域内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国家对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实行分类管理。根据放射源、射线装置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

潜在危害程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具体分类办法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将射线装置分为Ⅰ类、Ⅱ类、Ⅲ类，具体分类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商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章 许可和备案 

第五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取得许可证。 

第六条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销售和使用Ⅰ类放射源、销售和使用Ⅰ类射线装置的单位的许可

证，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前款规定之外的单位的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向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颁发许可证前，应当将申请材料印送其行

业主管部门征求意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颁发许可证的情况通报同级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 

第七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与所从事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动规模相适应的，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防护知识及健

康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职业卫生标准和安全防护要求的场所、设施和设备； 

（三）有专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或者专职、兼职安全和防护管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防护

用品和监测仪器； 

（四）有健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规章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五）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达标排放

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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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获得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

用辐射机构许可。 

第九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颁发

许可证，并予以公告；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许可证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二）所从事活动的种类和范围； 

（三）有效期限； 

（四）发证日期和证书编号。 

第十一条 持证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登记之日起 20日内，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证单位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新申请领取许可证： 

（一）改变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范围的； 

（二）新建或者改建、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或者场所的。 

第十三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持证单位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 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在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前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持证单位部分终止或者全部终止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活动的，

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部分变更或者注销许可证申请，由原发证机关核查合格后，予以变更或者注

销许可证。 

第十五条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

生产、销售、使用活动。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许可证。 

第十六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海关总署、国务院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部门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限制进出口放射性同位素

目录和禁止进出口放射性同位素目录。 

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应当在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由国

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签发进口许可证。进口限制进出口目录和禁止

进出口目录之外的放射性同位素，依据国家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七条 申请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进口单位已经取得与所从事活动相符的许可证； 

（二）进口单位具有进口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其中，进口Ⅰ类、Ⅱ类、Ⅲ类

放射源的，应当具有原出口方负责回收的承诺文件； 

（三）进口的放射源应当有明确标号和必要说明文件，其中，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标号

应当刻制在放射源本体或者密封包壳体上，Ⅳ类、Ⅴ类放射源的标号应当记录在相应说明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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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进口的放射性同位素销售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还应当具有与使用单位签订的书面协议

以及使用单位取得的许可证复印件。 

第十八条 进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向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提出进口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

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海关验凭放射性同位素进口许可证办理有关进口手续。进口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材料依法需要

实施检疫的，依照国家有关检疫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对进口的放射源，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还应当同时确定与其标号相对应的放射源编码。 

第十九条 申请转让放射性同位素，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转出、转入单位持有与所从事活动相符的许可证； 

（二）转入单位具有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期满后的处理方案； 

（三）转让双方已经签订书面转让协议。 

第二十条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由转入单位向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要求的证明材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放射性同位素的转出、转入单位应当在转让活动完成之日起 20日内，分别向其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当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并按照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编码规则，对生产的放射源统一编码。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和放射源编码清

单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生产的放射源应当有明确标号和必要说明文件。其中，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标号应当刻

制在放射源本体或者密封包壳体上，Ⅳ类、Ⅴ类放射源的标号应当记录在相应说明文件中。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放射性同位素备案信息管理系统，与有关部门实行信息共享。 

未列入产品台账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放射源，不得出厂和销售。 

第二十三条 持有放射源的单位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放射性废

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的，应当在该活动完成之日起 20日内向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施行前生产和进口的放射性同位素，由放射性同位素持有单位在本条例施

行之日起 6个月内，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放射源进行统一编码。 

第二十五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需要将放射性同位素转移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

的，应当持许可证复印件向使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当

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出口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素，应当提供进口方可以合法持有放射性

同位素的证明材料，并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协定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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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放射性同位素应当遵守国家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安全和防护 

第二十七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

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负责，并依法对其造成的放射性危害承担责任。 

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单位安全和防护工作的管理，并定

期对其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

使用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辐射安全关键岗位应当由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担任。辐射安全关键岗位名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二十九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关于个人

剂量监测和健康管理的规定，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和职

业健康检查，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第三十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

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进行整改。 

第三十一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需要终止的，应当事先对本单

位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废物进行清理登记，作出妥善处理，不得留有安全隐患。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的单位承担处理责任。变更前当事人对

此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约定中不得免除当事人的处理义务。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终止的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其未安全处理

的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方

案，及时进行处理。所需经费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 

第三十二条 生产、进口放射源的单位销售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

与使用放射源的单位签订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规

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

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 

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将Ⅳ类、Ⅴ类废旧放射源进行包

装整备后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 

第三十三条 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场所，以及终结运行

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应当依法实施退役。 

第三十四条 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和防护设

施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射线装置的生产调试和使用场所，应当具有

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 

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容器、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和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

中文警示说明；放射源上能够设置放射性标识的，应当一并设置。运输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放射源的

射线装置的工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或者显示危险信号。 



 

67 
 

第三十五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当单独存放，不得与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一起存放，并指

定专人负责保管。贮存、领取、使用、归还放射性同位素时，应当进行登记、检查，做到账物相符。

对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应当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的安全措施。 

对放射源还应当根据其潜在危害的大小，建立相应的多层防护和安全措施，并对可移动的放射

源定期进行盘存，确保其处于指定位置，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三十六条 在室外、野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应当按照国家安全和防护标准的

要求划出安全防护区域，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必要时设专人警戒。 

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

部门批准方可进行。 

第三十七条 辐射防护器材、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和射线装置，以及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

和伴有产生 χ射线的电器产品，应当符合辐射防护要求。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和销售。 

第三十八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据国务院卫

生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和国家标准，制定与本单位从事的诊疗项目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方案，遵守质量

保证监测规范，按照医疗照射正当化和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照射，并事先告

知患者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第三十九条 金属冶炼厂回收冶炼废旧金属时，应当采取必要的监测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熔

入产品中。监测中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通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四章 辐射事故应急处理 

第四十条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

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上（含 3人）急性死亡。 

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

导致 2人以下（含 2人）急性死亡或者 10人以上（含 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较大辐射事故，是指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一般辐射事故，是指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

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公安、卫生、财政等部门编制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 

（二）应急人员的组织、培训以及应急和救助的装备、资金、物资准备； 

（三）辐射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措施； 

（四）辐射事故调查、报告和处理程序。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根据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的风险，制

定本单位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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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发生辐射事故时，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立即启

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并立即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

报告。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

进行现场调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消除事故影响，同时将辐射事故信息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

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事故分级报告的规定及时

将辐射事故信息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和重大辐射事故后，事故

发生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4小时内报告国务院；特殊情况下，

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报告，并同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禁止缓报、瞒报、谎报或者漏报辐射事故。 

第四十三条 在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辐射事故可能发生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有权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 

（一）责令停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 

（二）组织控制事故现场。 

第四十四条 辐射事故发生后，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辐射事故的等级，启动并组织

实施相应的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应的辐

射事故应急工作： 

（一）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协助公安部门

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 

（二）公安部门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三）卫生主管部门负责辐射事故的医疗应急。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调查处理、

定性定级、立案侦查和医疗应急情况。国务院指定的部门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辐射事故的

性质和级别，负责有关国际信息通报工作。 

第四十五条 发生辐射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将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送至当地卫生主管部门

指定的医院或者有条件救治辐射损伤病人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或者请求医院立即派人赶赴事

故现场，采取救治措施。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生产、

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配备辐射防护安全监督员。辐射防护安

全监督员由从事辐射防护工作，具有辐射防护安全知识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

可的专业人员担任。辐射防护安全监督员应当定期接受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

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不符合原发证条件的情形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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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检举；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有权向本级人民政府、

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检举。接到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有关

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单位颁发许可证或者批准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单位进口、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 

（二）发现未依法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擅自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不予查

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三）发现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进口、转让放射性同位素，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

的； 

（四）对依法取得许可证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

的； 

（五）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监督管理工作中有其他渎职行为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缓报、瞒报、谎报或者漏报辐射事故的； 

（二）未按照规定编制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或者不依法履行辐射事故应急职责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10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万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 

（二）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 

（三）改变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范围以及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或者场

所，未按照规定重新申请领取许可证的； 

（四）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而未按照规定办理延续手续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进口或者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变更单位名

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部分终止或

者全部终止生产、销售、使用活动，未按照规定办理许可证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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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辐射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的许可证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和转让批准文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的批准文件或者由原批准机关撤销批准文件，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暂扣

或者吊销许可证： 

（一）转入、转出放射性同位素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二）将放射性同位素转移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三）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未

按照规定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室外、野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未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划

出安全防护区域和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在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依法收缴其未备案的放射性同位

素和未编码的放射源，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许可

证： 

（一）未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的； 

（二）未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编码规则，对生产的放射源进行统一编码的； 

（三）未将放射性同位素产品台账和放射源编码清单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 

（四）出厂或者销售未列入产品台账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未编码的放射源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

原发证机关指定有处理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理或者实施退役，费用由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承担，并处 1万元以上 l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对废旧放射源进行处理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场所，以及终

结运行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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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并处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评估或者发现安全

隐患不及时整改的； 

（二）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和防护设

施以及放射性标志的。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辐射事故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5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辐射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被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

或者经整改仍不符合原发证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依法吊销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伪造、变造许可证的单位，5年

内不得申请领取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限的划分，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军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的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六条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接触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造成的职业病的防治，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七条 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放射性同位素，是指某种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元素中具有相同原子序数但质量不同的核素。 

放射源，是指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

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射线装置，是指χ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装置。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是指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者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 

转让，是指除进出口、回收活动之外，放射性同位素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在不同持有者之间的转

移。 

伴有产生 x射线的电器产品，是指不以产生 χ射线为目的，但在生产或者使用过程中产生 χ

射线的电器产品。 

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

外的异常照射。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05年 12月 1日起施行。1989年 10月 24日国务院发布的《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同时废止。 



 

72 
 

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13 号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使用和安全管理，保障从事放射工

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确保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主席令第 6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 年国务院令第 449号）

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购置、使用、贮存、处置与学校实验室工作直接相关的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性装置的单位和人员。所称放射性同位素包括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第三条  国家对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实行分类管理。根据放射源、射线装置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

潜在危害程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具体分类办法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将射线装置分为Ⅰ类、Ⅱ类、Ⅲ类，具体分类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商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条  资产管理处和保卫处对学校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进行安全监督管理。使用

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管理和使用等事宜，并明确单位分

管负责人。 

第五条  使用单位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许可证方能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第二章  申购 

第六条  凡需购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或个人，购置前须制定安全操作规程、事故

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使用和存放场所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第七条  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购置须执行国家相关法规和学校设备管理的相关

规定，并根据实验用途和需要，填写《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申购资格

报批表》，经资产管理处审批后方可购买。 

购置境外制造的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须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

技术规程的要求。 

第八条  购置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使用单位须选用国家《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所许可生产、销售单位的产品。到货后，使用人员须到现场检查、核对，确

认安全无误后，立即放入专用的保险柜或工作场所内。 

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的单位，须与生产、进口放射源的单位签订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

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须与生产、进口放射源的单位签订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或者在协议中确

定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处置单位。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925144905886.doc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92514490588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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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和管理 

第九条  使用单位须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设施，定期维护和检测，保证正常运行和使用。

实验室内应安装监控，并在醒目位置张贴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范措施、应急预案和救援电话。 

第十条  使用单位须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台帐，记载放射性同位素的核素名称、出厂

时间、活度、标号、编码、来源和去向；射线装置的名称、型号、射线种类、类别、用途、来源和

去向等事项。须做好资料收集和档案管理工作，详细记录使用情况、消耗情况及废物处理情况，并

定期检查帐物是否相符。发现不符，查明原因，及时上报。 

第十一条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

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

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 

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容器、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和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

中文警示说明；放射源上能够设置放射性标识的，应当一并设置。 

第十二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当单独存放，不得与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一起存放，并指定

专人负责保管。贮存场所应当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射线泄漏等安全措施。 

第十三条  严禁闲杂人员进出含源场所。严禁工作人员单独进入含源场所。贮存、领取、借用、

归还放射性同位素时，须当场检查，核对信息，做到帐物相符。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转移或转让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校内单位借用、调

拨，须经所在单位分管负责人批准，并到资产管理处备案。校外单位借用、调拨或向校外单位借用、

调拨，须经学校批准，报省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章  放射源、射线装置的退役和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 

第十五条  放射源或射线装置的退役，及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使用单位须向资产管理处报备，

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 

第十六条  实验室放射性废物必须同普通垃圾分开,严禁随意丢弃。严禁与普通垃圾混放或倒

入水槽及垃圾箱中。放射性固态与液态废物按国家规定分开存放，详细注明标志，依法送交有相应

资质的单位处置。 

放射源的处置由使用单位按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的规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

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处置单位

集中处置或者实施退役。 

所有处置或实施退役工作完成之日起 20日内须向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放射性核素的使用者应优化实验，尽量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 

第五章  放射性事故应急处理 

第十八条  发生辐射安全事故时，事故单位要立即采取防护措施，控制事故影响，组织相关人

员有序撤离，防止事故蔓延。对遭受或可能遭受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进行救治、健康检查或医学

观察。同时保护现场，及时上报保卫处和资产管理处，不得以任何借口瞒报、虚报、漏报和迟报。

学校及时向省、市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丢失放射性同位素或放射源时，使用单位应立即上报保卫处和资产管理处，由学校

上报公安、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部门。使用单位须配合相关部门迅速查找、侦破，追回丢失的放射性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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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事故单位应及时收集与事故有关的物品和资料，向学校保卫处和资产管理处提交事

故报告，以便分析事故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和追究责任。  

第六章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专业知识方面

的培训和考试，持证上岗。 

第二十二条  使用单位须组织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岗中和岗后的职业健康检查，配备必要

的个人防护用品、相应的辐射监测和剂量报警仪器。 

第二十三条  使用单位须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

护档案，并按照规定期限妥善保存。工作人员进入放射场所须佩带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计每年至

少送测四次。 

第二十四条  不得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工作人员、有职业禁忌的职工（含孕期、哺乳期女

职工）从事放射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对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学校将给予相应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一）未取得许可证而从事放射工作的； 

（二）未经培训或未持证上岗的； 

（三）未进行岗前、岗中和岗后健康检查的； 

（四）未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的； 

（五）未设置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未安装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的； 

（六）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的； 

（七）未按规定对放射性废物进行处置，造成环境污染的； 

（八）对放射事故弄虚作假的。 

第二十六条  对放射事故发生单位及事故责任者，视事故后果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

上级文件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保卫处、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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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申购资格报批表 

 

申购单位  

放射性同位素

或射线装置名

称 

 

人员信息 姓名 工号 电话 资格证号 备注 

申购人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申购理由  

存放地点和

使用条件 
 

承诺 

本人承诺按照国家、学校有关实验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的规定和要求，制定完整的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防范措施和应

急预案，做好购置、使用、检验、处置等工作，如因不规范操作

和管理引起安全事故，由本人承担责任。 

申购人：           工作人员：   

                                年    月    日 

实验室安全

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资产管理处

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购人、工作人员必须是本校在编人员； 

2、工作人员须取得相应资格，申购时附资格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3、本表一式三份，使用单位执一份、资产管理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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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5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范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

出口行为，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被用于制造毒品，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实行分类管理和许可制

度。 

易制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

的化学配剂。易制毒化学品的具体分类和品种，由本条例附表列示。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需要调整的，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在本行政区域内调整分类或者增加本条例规定以外的

品种的，应当向国务院公安部门提出，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

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

卫生主管部门、海关总署、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全国的易制毒化学品有关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易制毒化学品有关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的领导，及时协调解决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第四条 易制毒化学品的产品包装和使用说明书，应当标明产品的名称（含学名和通用名）、

化学分子式和成分。 

第五条 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除应当遵守本条例的规定外，

属于药品和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遵守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对药品和危险化学品的有关规定。 

禁止走私或者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转让、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单位内部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制度。 

第六条 国家鼓励向公安机关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涉及易制毒化学品的违法行为。接到举

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对举报属实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经营管理 

第七条 申请生产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方可进行生产： 

（一）属依法登记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或者药品生产企业；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设备、仓储设施和污染物处理设施； 

（三）有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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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管理人员具有安全生产和易制毒化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

罪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还应当在仓储场所等重点区域设置电视监控设施以

及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报警装置。 

第八条 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申请生产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审批。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6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对符合规定的，发给生产许可证，或者在企业已经取得的有关生产许可证件上标注；不予许可的，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和专家评审。 

第九条 申请经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取得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经营： 

（一）属依法登记的化工产品经营企业或者药品经营企业；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经营场所，需要储存、保管易制毒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技术

标准的仓储设施； 

（三）有易制毒化学品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健全的销售网络；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易制毒化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罪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申请经营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申请经营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审批。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对符合规定的，发给经营许可证，或者在企业已经取得的有关经营许可证件上标注；不予许可的，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一条 取得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或者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经履行第

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手续的生产企业，可以经销自产的易制毒化学品。但是，在厂外设

立销售网点经销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经营许可。 

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单方制剂，由麻醉药品定点经营企业经销，且不得零售。 

第十二条 取得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应当凭生产、经营许可证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不得进行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吊销决定之日

起 5日内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吊销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范

围变更或者企业注销登记。 

第十三条 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 30 日内，将生产的品种、

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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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 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

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应当自经营之日起 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前两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第三章 购买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经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取得购买许可证： 

（一）经营企业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和合法使用需要证明； 

（二）其他组织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和合法使用需要证明。 

第十五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件进

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购买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六条 持有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买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的，无须申请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第十七条 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前将所需购买的品种、数量，向

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个人自用购买少量高锰酸钾的，无须备案。 

第十八条 经营单位销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时，应当查验购买许可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对委托代购的，还应当查验购买人持有的委托文书。 

经营单位在查验无误、留存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后，方可出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发现可

疑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九条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的品种、数量、日期、购

买方等情况。销售台账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当保存 2年备查。 

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应当自销售之日起 5日内报当地公安机关备案；第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的使用单位，应当建立使用台账，并保存 2年备查。 

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应当自销售之日起 30日内报当地公安机关备案。 

第四章 运输管理 

第二十条 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直辖市为跨市界）或者在国务院公安部门确定的禁毒形势

严峻的重点地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运出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审批；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运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经审批取得易制

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后，方可运输。 

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运输前向运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

应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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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应当提交易制毒化学品的购销合同，货主是企业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货主是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登记证书（成立批准文件）；货主是个人的，应

当提交其个人身份证明。经办人还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 

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 10日内，收到第二类易制毒化

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 3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运输许

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 

第二十二条对许可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一次有效的运输许可证。 

对许可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 3个月有效的运输许可证；6个月内运输安全状况良

好的，发给 12个月有效的运输许可证。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应当载明拟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

人、承运人情况以及运输许可证种类。 

第二十三条运输供教学、科研使用的 100克以下的麻黄素样品和供医疗机构制剂配方使用的小

包装麻黄素以及医疗机构或者麻醉药品经营企业购买麻黄素片剂 6万片以下、注射剂 l.5万支以下，

货主或者承运人持有依法取得的购买许可证明或者麻醉药品调拨单的，无须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

许可。 

第二十四条接受货主委托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并查

验所运货物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易制毒化学品品种等情况是否相符；不相符的，不得

承运。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人员应当自启运起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公安机关应当

在易制毒化学品的运输过程中进行检查。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货物运输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因治疗疾病需要，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患者委托的人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

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明，可以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但是不得超过医用

单张处方的最大剂量。 

医用单张处方最大剂量，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公布。 

第五章 进口、出口管理 

第二十六条 申请进口或者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取得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后，方可从

事进口、出口活动：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合格证书）复印件； 

（二）营业执照副本； 

（三）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 

（四）进口或者出口合同（协议）副本； 

（五）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申请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许可的，还应当提交进口方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法使用易制毒化学品

的证明或者进口方合法使用的保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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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受理易制毒化学品进口、出口申请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实地核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对进口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有关的商务主管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征得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八条 麻黄素等属于重点监控物品范围的易制毒化学品，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企业进口、出口。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口、出口实行国际核查制度。易制毒化学品国际核查目

录及核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布。 

国际核查所用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期限之内。 

对向毒品制造、贩运情形严重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以及本条例规定品种以外的化

学品的，可以在国际核查措施以外实施其他管制措施，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公安部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规定、公布。 

第三十条 进口、出口或者过境、转运、通运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并提交

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办理通关手续。 

易制毒化学品在境外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适用

前款规定。 

易制毒化学品在境内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或者

在上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之间进出的，无须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进口或者出口许可证。 

进口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还应当提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

单。 

第三十一条 进出境人员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高锰酸钾，应当

以自用且数量合理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进出境人员不得随身携带前款规定以外的易制毒化学品。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生产、经

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

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 

第三十三条 对依法收缴、查获的易制毒化学品，应当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海关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区别易制毒化学品的不同情况进行保管、

回收，或者依照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由有资质的单位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

下销毁。其中，对收缴、查获的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一律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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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毒化学品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无力提供保管、回收或者销毁费用的，保管、回收或者销毁的

费用在回收所得中开支，或者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禁毒经费中列支。 

第三十四条 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发案单位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并

同时报告当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或者

卫生主管部门。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查处，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逐级上报并配合公安机关的查处。 

第三十五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易制毒化学品许可以及依法吊销许可的情况通报有关公

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依法变更或者

注销登记的情况通报有关公安机关和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3月

31 日前向许可或者备案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本单位上年度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情况；有条件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单位，可以与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计算机联网，及时通报有关经营情况。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协调合作，建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情况、监督检查情况以及案件处理情况的通报、交流机制。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伪造申请材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许可证，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

失效的许可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没收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

者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用于非法生产易制毒化学品的原料以及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易

制毒化学品的设备、工具，处非法生产、经营、购买或者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货值 10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货值的 20 倍不足 1万元的，按 1 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营

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规定

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3年内，停止受理其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许可申请。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海关没收走私的易制毒化学品；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依照海关法律、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违反规定生产、经营、购买的易制毒化学

品可以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一）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的； 

（二）将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 

（三）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生产、经营、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四）生产、经营、购买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

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销售情况的； 

（五）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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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除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以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外，

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的； 

（七）易制毒化学品的产品包装和使用说明书不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的； 

（八）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或者不按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年度生产、经销和库存等情况的。 

企业的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被依法吊销后，未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范围变

更或者企业注销登记的，依照前款规定，对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并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运输

的易制毒化学品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

人、承运人等情况不符，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或者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运整改，处 5000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危险物品运输资质的，运输

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吊销其运输资质。 

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没收易制毒化学品，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

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易制毒化学品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有应当许可而不许可、不应当

许可而滥许可，不依法受理备案，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许可证，由国务院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规定式样并监制。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05年 11月 1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从事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业务的，应当自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 6个月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许可。 

附表：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第一类 

1．1－苯基－2－丙酮 

2．３，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3．胡椒醛 

4．黄樟素 

5．黄樟油 

6．异黄樟素 

7. N－乙酰邻氨基苯酸 

8．邻氨基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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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麦角酸＊ 

10．麦角胺＊ 

11．麦角新碱＊ 

12．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等麻

黄素类物质＊ 第二类 

1．苯乙酸 

2．醋酸酐 

3．三氯甲烷 

4．乙醚 

5．哌啶 

第三类 

1．甲苯 

2．丙酮 

3．甲基乙基酮 

4．高锰酸钾 

5．硫酸 

6．盐酸 

说明： 

一、第一类、第二类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也纳入管制。 

二、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

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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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91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已经 2011年 2 月 16日国务院第 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

修订后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公布，自 201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02年 1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4号公布 2011年 2月 16日国务院第 14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

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

护、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品危险特

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

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安全条件，建立、

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

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依法

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有限制性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限制性规定使用危险化

学品。 

第六条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

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调

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

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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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

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

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

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

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

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

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

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主管

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的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承运人、托运人的资质审批

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

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六）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

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

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八）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

关文件、资料； 

（二）发现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三）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设施、设备、装

置、器材、运输工具，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四）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查封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场所，扣

押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化学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使用、运输危险化学品

的原材料、设备、运输工具； 

（五）发现影响危险化学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

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负

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依法加强对危险化学品

的安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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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举报。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不属

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采用有利于提高

安全保障水平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以及自动控制系统，鼓励对危险化学品实行专门储存、统

一配送、集中销售。 

第二章 生产、储存安全 

第十一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局。 

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确保安全的原则，规划

适当区域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

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

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 45日内作出审查决

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第十三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标志，

并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的 7日前书面通知管道

所属单位，并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管道所属单位应当

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

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负责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将其颁发许可证的

情况及时向同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

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及时修

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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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的规定，将该危险化学品向环境中释放等相关信息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

应当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 

第十八条 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

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经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认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

格，方可出厂销售。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及其配载的容器，应当按照国家船舶检验规范进行生产，并经海事管

理机构认定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使用单位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安

全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作出记录，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 

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运输

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外），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居住区以及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二）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 

（三）饮用水源、水厂以及水源保护区； 

（四）车站、码头（依法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除外）、机场以及通信干线、通

信枢纽、铁路线路、道路交通干线、水路交通干线、地铁风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 

（五）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

渔业水域以及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基地； 

（六）河流、湖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七）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设施、区域。 

已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不符合前

款规定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其所属单位在

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需要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 

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选址，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

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 

本条例所称重大危险源，是指生产、储存、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

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第二十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

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

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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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

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 

第二十一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并保

证处于适用状态。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

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

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

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危险

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其生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丢失或者被盗；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告。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

保卫人员。 

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

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

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

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港区内储存的，

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志。

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范设

施。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第二十七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化

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未依照规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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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安全 

第二十八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其使用条件（包括工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根据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危险特性以及使用量和

使用方式，建立、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危险化学品的

安全使用。 

第二十九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前款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

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三十条 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四）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第三十一条 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 45日内作出批准

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关于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

于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第

二十二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 

第四章 经营安全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

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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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 从事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

行审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 3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

其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申请人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危险化学品

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还需要经其他有关部门许可的，申请

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时还应当持相应的许可证件。 

第三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二章关于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只能存放民用小包装的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

购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八条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取得剧毒

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持本单位出具的合法用途说明。 

个人不得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九条 申请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提交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或者法人证书（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二）拟购买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的说明； 

（三）购买剧毒化学品用途的说明； 

（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 3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

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四十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查验

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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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对持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剧

毒化学品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 

禁止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四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如

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年。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 5日内，将所销

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备案，并输入计算机系统。 

第四十二条 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得出借、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确需转让的，应当向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转让，并在转让后将有关情况及时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运输安全 

第四十三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

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并向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四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

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从业资格。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 

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

或者监控下进行。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集装箱装箱作业应当在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指挥或

者监控下进行，并符合积载、隔离的规范和要求；装箱作业完毕后，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应当

签署装箱证明书。 

第四十五条 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用于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槽罐以及其他容器应当封口严密，能够防止危险化学品在运输过程中

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发生渗漏、洒漏；槽罐以及其他容器的溢流和泄压装置应当设置准

确、起闭灵活。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

检查员，应当了解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及其包装物、容器的使用要求和出现危险情况

时的应急处置方法。 

第四十六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

的企业承运。 

第四十七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化学品，

不得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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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安全技术条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进行

安全技术检验。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当悬挂或者喷涂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警示标志。 

第四十八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配备押运人员，并保证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

处于押运人员的监控之下。 

运输危险化学品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

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向当

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四十九条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

通行的区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划定，并设置明显的

标志。 

第五十条 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运输始发地或者目的地县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托运人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运输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的说明； 

（二）运输始发地、目的地、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的说明； 

（三）承运人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运输车辆取得营运证以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取

得上岗资格的证明文件； 

（四）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购买剧毒化学品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海关

出具的进出口证明文件。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 7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

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五十一条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出现流

散、泄漏等情况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当地公

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立即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通报。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五十二条 通过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关于危险货物水路运输安全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确定船舶运输危险化学

品的相关安全运输条件。 

拟交付船舶运输的化学品的相关安全运输条件不明确的，应当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机

构进行评估，明确相关安全运输条件并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后，方可交付船舶运输。 

第五十四条 禁止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

他危险化学品。 

前款规定以外的内河水域，禁止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

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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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的范围，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危险化学品

的危险特性、危险化学品对人体和水环境的危害程度以及消除危害后果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规定并

公布。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对通过内河运输本

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实行分类管理，对

各类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方式、包装规范和安全防护措施等分别作出规定并监督实施。 

第五十六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由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输

企业承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

输企业承运，不得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承运。 

第五十七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使用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适装证书的运输船舶。

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并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

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第五十八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的材质、型式、强度以及包装方

法应当符合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包装规范的要求。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单船运输的危险化

学品数量有限制性规定的，承运人应当按照规定安排运输数量。 

第五十九条 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与饮

用水取水口保持国家规定的距离。有关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码头、泊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并为码头、泊位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收合

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六十条 船舶载运危险化学品进出内河港口，应当将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特性、包装

以及进出港时间等事项，事先报告海事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在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同时通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定

船舶、定航线、定货种的船舶可以定期报告。 

在内河港口内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过驳作业，应当将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特性、包

装和作业的时间、地点等事项报告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国

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同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通过过船建筑物的，应当提前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报，

并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六十一条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装卸或者停泊，应当悬挂专用的警示标志，

按照规定显示专用信号。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需要引航的，应当

申请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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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条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

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规定。内河航道发展规划应当与依法经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相协

调。 

第六十三条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

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

善包装，在外包装上设置相应的标志。 

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托运人应当添加，并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人。 

第六十四条 托运人不得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不得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

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危险化学品或者在邮件、快件内夹带危险化学品，不得将危险化学

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不得收寄危险化学品。 

对涉嫌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邮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开拆查

验。 

第六十五条 通过铁路、航空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依照有关铁路、航空运输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危险化学品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以及危险化学品事故预

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 

第六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

险化学品登记的机构（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 

危险化学品登记包括下列内容： 

（一）分类和标签信息； 

（二）物理、化学性质； 

（三）主要用途； 

（四）危险特性； 

（五）储存、使用、运输的安全要求； 

（六）出现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对同一企业生产、进口的同一品种的危险化学品，不进行重复登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发现其生产、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及时向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办

理登记内容变更手续。 

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六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应当定期向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交通

运输、铁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提供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第六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

护、公安、卫生、交通运输、铁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十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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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将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十一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应

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报告；道路

运输、水路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驾驶人员、船员或者押运人员还应当向事故发生

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十二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

境保护、公安、卫生、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按照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救援，

不得拖延、推诿。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事故损

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一）立即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害区域内的其他

人员； 

（二）迅速控制危害源，测定危险化学品的性质、事故的危害区域及危害程度； 

（三）针对事故对人体、动植物、土壤、水源、大气造成的现实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危害，迅

速采取封闭、隔离、洗消等措施； 

（四）对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进行监测、评估，并采取相应的环

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措施。 

第七十三条 有关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的

协助。 

第七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统一发布有关信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使用活动，处 2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前款规定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责令其对所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

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违反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使用的限制性规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第七十六条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的，由港口行

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未依法取得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的，分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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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条例规定，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标志，或者未

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的； 

（二）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书面通知管道所

属单位，或者未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管道所属单

位未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的； 

（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

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

者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粘贴、拴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者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者不及

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六）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的； 

（七）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与

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不相适应的； 

（八）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的； 

（九）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

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 

（十一）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显标志的； 

（十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或者发现其生产、进口的

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的。 

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库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

术防范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

人员的，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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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销售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危险化学

品包装物、容器的，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未经检验合格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及其配载的容器投入使用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照

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二）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

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

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记录生产、储存、使

用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的； 

（二）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三）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剧毒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不如实记录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单位

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

数量、用途，或者保存销售记录和相关材料的时间少于 1年的； 

（五）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将所销售、

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备案的； 

（六）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未将有关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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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或者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将安全

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者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其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

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分别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或者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

生产的企业未按照规定将相关信息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

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二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采取有效

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丢弃危险化

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其危

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门备案的，分别由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

购危险化学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八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一）向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

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二）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毒化学品的； 

（三）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购买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个人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没收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下

的罚款。 

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出借或者向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

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的单位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向个人转让

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八十五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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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

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上岗作业的； 

（二）运输危险化学品，未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未配

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 

（三）使用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适装证书的船舶，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四）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承运人违反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单船运输的危险化

学品数量的限制性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五）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或者未与饮用

水取水口保持国家规定的安全距离，或者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六）托运人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

况的应急处置措施，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上设置

相应标志的； 

（七）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况告知承

运人的。 

第八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

品的； 

（二）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的； 

（三）通过内河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的； 

（四）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

运的。 

在邮件、快件内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危险化学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化学品的； 

（二）使用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的； 

（四）未取得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第八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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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未悬挂或者喷涂警示标志，或者悬挂或者喷涂的警示标志不符合

国家标准要求的； 

（二）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不配备押运人员的； 

（三）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途中需要较长时间停车，驾驶人员、押运人员

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的； 

（四）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发生流散、泄

露等情况，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不采取必要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或者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的。 

第九十条 对发生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由公安

机关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上道路行驶。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 

（二）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的管理单位未制定码头、泊位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为码头、泊位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 

第九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处

罚： 

（一）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水路运输企业未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 

（二）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

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 

（三）船舶载运危险化学品进出内河港口，未将有关事项事先报告海事管理机构并经其同意

的； 

（四）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装卸或者停泊，未悬挂专用的警示标志，或者未

按照规定显示专用信号，或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引航的。 

未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经其同意，在港口内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过驳作业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处罚。 

第九十三条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分别依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本条例

规定的其他许可证的，分别由相关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其主要负责人不立即组织救援或者不立

即向有关部门报告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危险化学品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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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立即组织实施救援，

或者不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事故损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六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九十七条 监控化学品、属于危险化学品的药品和农药的安全管理，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

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以及用于国防科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对燃气的安全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危险化学品容器属于特种设备的，其安全管理依照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 

第九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有关对外贸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

执行；进口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的规定执行。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第九十九条 公众发现、捡拾的无主危险化学品，由公安机关接收。公安机关接收或者有关

部门依法没收的危险化学品，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交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其认定的专业

单位进行处理，或者交由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 

第一百条 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尚未确定的，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分别负责组织对该化学品的物理危险性、环境危害性、毒理特

性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需要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的，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第一百零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依照本条例规定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应当在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第一百零二条 本条例自 201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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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技厅〔201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近，

复旦大学校园投毒事件和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爆炸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为认真贯彻《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和《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国家教委令第 20号）有

关规定，坚决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要求重申如下： 

一、高度重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各地、各部门和各校应及时了解和掌握所属学校和

本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使用、管理等具体情况，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大监管

力度，切实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对涉及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排查，

堵塞漏洞，排除隐患，确保安全，并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事故应急预案。 

二、进一步严格管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健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制定并完善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保管、使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严格分库、分类存放，严禁混放、混装，做

到规范操作、相互监督。要建立购置管理的规范，对使用情况和存量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使各类危

险化学品在整个使用周期中处于受控状态，建立从请购、领用、使用、回收、销毁的全过程的记录

和控制制度，确保物品台账与使用登记账、库存物资之间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三、进一步明确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责任。危险化学品管理必须做到“四无一保”，

即无被盗、无事故、无丢失、无违章、保安全。对于危险化学品中的毒害品，要参照对剧毒化学品

的管理要求，落实“五双”即“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把锁、双本账”的管理制度。

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纳入工作业绩考核，确保实验室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 

四、进一步加大对废弃实验室处理的审批、监管力度。对于搬迁或废弃的实验室，要彻底清查

废弃实验室存在的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及时处理，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在确

认实验室不存在危险品之后，各地、各部门和各校按照相关实验室废弃程序，选择具有资质的施工

单位对废弃实验室进行拆迁施工。 

五、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对师生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防范能力，确保相关人员全面掌握实验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知识。 

 

                                 教育部办公厅     

                                   2013年 5月 10日   



 

103 
 

关于印发《江苏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苏公规(2013)4 号 

各市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局、环保局、安监局：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剧毒化学品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

安全，省公安厅、教育厅、卫生厅、环保厅、安监局共同研究制定了《江苏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

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督促指导辖区涉及剧毒化学品的教育、科研和

医疗单位认真遵照执行。各市公安、教育、卫生、环保、安监部门可依照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特此通知。 

   省公安厅 省教育厅 省卫生厅 

    省环保厅 省安监局 

    2013年 12月 21日 

附件：江苏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规定 

江苏省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 

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涉及剧毒化学品的教育、科研、医疗单位（以下简称教科医单位）在剧

毒化学品购买、运输、储存、使用和处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工作，预防涉及剧毒化学品案件和事故

的发生，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

安保卫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等法规、规章和标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科医单位的剧毒化学品管理按照“统一领导、计划审批、统一采购、集中储存、定

量领用、责任到人”的要求组织实施。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

度和事故应急预案。 

第三条  教科医单位应当通过“江苏省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剧毒化学品单位基

本信息备案，并开展购买申请、流向登记等应用。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建立单位内部危险化学品计

算机管理系统，用于记录剧毒化学品内部流转各环节的信息。 

第四条  各级公安、教育、卫生、环保、安监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实行属地管理，加强协

作配合，共同监督指导辖区教科医单位做好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公安、教育、卫生、环保、安监部门应当建立本地区教科医单位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

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公安机关牵头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剧毒化学品安全形势、安全检查

和治安隐患整改情况，研究提出工作措施。 

 

第二章  管理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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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教科医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第六条  教科医单位属于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治安保卫机构对剧毒化学品治安防范措施开展日常检查，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 

教科医单位应当明确剧毒化学品专门管理机构，行使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职能，统一负责本单

位剧毒化学品的购买、运输、保管和废弃处置等工作。 

剧毒化学品专用存放场所的值守工作，应当明确由治安保卫机构或者剧毒化学品专门管理机构

负责。 

第七条  教科医单位对剧毒化学品实行分级管理，逐级签订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责任书。责任

分解落实到剧毒化学品使用、保管的最小单元（实验室、教研室、化验室、分析室等），明确专人

负责，制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第三章 购买与运输 

第八条  教科医单位的剧毒化学品专管机构应当制定本单位内部采购管理制度和审批程序，明

确专人负责剧毒化学品的购买与运输管理工作。 

教科医单位的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 

第九条  需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申办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件，

凭证购买剧毒化学品。 

第十条  需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申办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

行证，并按规定的时间、路线通行。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由危险品专用车辆和专业人员运输。

严禁违规使用普通车辆运输，严禁携带剧毒化学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十二条  购买剧毒化学品后 5日内，应当通过“江苏省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将所

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等流向信息，报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 

第四章  储存与使用 

第十三条  剧毒化学品的储存、使用环节实行“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

领用、双人双锁、双本账。 

第十四条  教科医单位应当设置剧毒化学品“总库”（含库房、库区或场地），专门用于集中储

存本单位购回的所有剧毒化学品。 

对使用剧毒化学品频繁的实验室、教研室等部门、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以严格控制存放数

量为前提，设置剧毒化学品“分库”（含库房、库区或场地），临时集中存放从“总库”领用的剧毒

化学品。 

第十五条  “总库”和“分库”应当符合《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002）

等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规定的人防、物防和技防要求。 

储存的试剂、小包装类剧毒化学品，一律存入专用保险柜。专用保险柜不得低于《防盗保险柜》

（GB10409）中 A 类防盗保险柜标准，重量小于 340 公斤时，应采用螺栓内藏的方式与钢筋混凝土

地面或实体墙壁相固定。 

第十六条  “总库”应当建立详细的剧毒化学品入库、发放、退库、废弃处置等台账，由保管

员如实记录物品流向信息，并每天进行一次核对，录入“江苏省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相关纸质台账资料至少保存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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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领用剧毒化学品应当填写审批单，注明用量用途。从“总库”领取的，应当经使用

部门负责人和剧毒化学品专门管理机构负责人审批；从“分库”领取的，应当经使用部门负责人审

批。 

第十八条  使用剧毒化学品应当当日领用、当日退库，并健全领退、使用消耗台账。对当日领

用剩余的剧毒化学品，应当经使用部门负责人核对并在消耗台账上签字确认后，全部退回“总库”

或“分库”。 

使用部门每月应当对本部门剧毒化学品领用、消耗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剧毒化学品专门管理机

构每月应当对使用部门进行一次核查。相关纸质台账资料至少保存 1年。 

第十九条  剧毒化学品采购、保管、使用岗位的教育、科研、医疗等人员应当接受安全教育、

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学生使用剧毒化学品，应当接受安全教育培训，

在指导老师监督下使用。 

第二十条  对剧毒化学品使用现场，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第五章  安全处置 

第二十一条  教科医单位应当建立废弃剧毒化学品及包装物安全管理制度，及时依法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安全彻底处置废弃剧毒化学品及包装物。严禁私自处置废弃剧毒化学品及包装物。 

第二十二条  剧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以及在道路运输途中发生流散、泄漏等情况时，

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立即向安监、环保、卫生部门通报。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三条  发生剧毒化学品爆炸、泄漏等事故，教科医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按照本单位制定

的应急救援预案，迅速组织救援，并立即报告当地安监、环保、公安、卫生等部门。日常工作中，

要定期组织演练，加强对预案操作性的检验，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及时应对、有效处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教科医单位违反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的，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等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教科医单位及其人员违反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由有关组织对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教科医单位发生剧毒化学品事故，其主要负责人不立即组织救援或者不立即向有

关部门报告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教科医单位发生剧毒化学品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剧毒化学品，以国家最新修订和公布的剧毒化学品目录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包括本级。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4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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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5 号 

 

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化学品的管理，保证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正常进行，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 591号）、《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国务院令第 445

号）、《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号）、《江苏省

教育科研和医疗单位剧毒化学品治安安全管理规定》（苏公规﹝2013﹞4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学

校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化学品包括普通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

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包括以下八

大类：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

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放射性物品、腐蚀品。 

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环境保护、

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

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我校从事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单位和师生。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四条 学校成立化学品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我校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分管资产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长担任组长，成员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保卫处、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计划财务处、教务处、科学研究部、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以及各学院（部）和

科研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如下： 

（一）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协调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二）保卫处负责危险化学品的申购审批和安全监督检查工作。 

（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危险化学品的申购审核；办理化学品入账手续；化学品安全使

用的监督和检查工作；化学废弃物的处置工作。 

（四）计划财务处负责化学品处置费用、突发事件处理费用等经费保障。 

（五）教务处负责提供教学实验相关资料，参与突发事件处置。 

（六）科学研究部负责提供科研实验相关资料，负责涉及军工保密的科研项目管理和参与突发

事件处置。 

（七）学生工作处和研究生院负责学生入学安全教育，参与突发事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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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各实验中心（课题组）所有化学品的申购初审和安全使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单位的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和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并与学校签订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书》，对本单位的实验室和化学品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工作

职责如下： 

（一）负责建立和健全本单位实验室和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各类实验安全操作规程、事

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二）负责落实岗位责任制，与各实验中心（课题组）的相关责任人签订责任书，做到责任到

人，杜绝违规、违章事件发生。 

（三）负责组织本单位师生开展安全教育，进行安全管理和技术培训，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管

理意识和安全使用水平。 

（四）负责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安全检查工作。按照学校、公安等部门的要求，对化学品管理采

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 

（五）负责制定本单位的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发生事故时，根据预案及时采取措施，

同时上报学校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必须迅速查清事故发生根源，根据事故性质，严肃追

究有关人员责任，总结教训，做好善后工作，防止事故再发生。 

第六条 遵循“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化学品使用单位务必树立“安全

第一，人人有责”的意识。各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负责本单位化学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工作，确

保安全防范措施到位。安全管理员不得任意调换，且必须定期参加安全培训。 

第七条 校内具有独立法人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化学品生产、购买、储存、使用、运输、处

置等活动的，必须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自行承担处理费用和相应责任，其管理不在本办法规

定范围内。  

 

第三章  申请与购买管理 

第八条 各单位要在广大师生中树立节约意识，合理控制化学品的使用量，杜绝浪费。在实验

过程中，要尽量使用无危害或低危害性化学品代替危害性较高的化学品。 

第九条 各单位必须在国家许可的化学品经营单位购置化学品，严禁从非法渠道购买。严禁从

没有合法资质的单位邮寄购买化学品。 

第十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接收和转让危险化学品。若科研协作确需的，须经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保卫处审批。剧毒品还须分管校长签字并报公安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因教学、科研实验需要购买危险化学品者，须填写南京工业大学危险化学品申购单，

签订《 危险化学品申购单位和申购人承诺书》，经所在单位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人对申

请的危化品品种、数量、存储条件、安全措施等进行审核，至保卫处审批。最后由专人至公安部门

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 

使用单位每次申请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原则上应控制在三个月内的用量，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学期。 

第十二条 对已经取得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的，使用单位必须由二名或二名以上专门人员

持备案证明购买。 

第十三条 化学品购买后须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按要求办理入账手续，经审核签章后方可至

财务处报销。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474363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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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尽可能不使用剧毒品，而是寻找合适的替代品。在确无替代品时，须提

出书面申请报所在单位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保卫处审批，并经分管校长同意，最后再经公

安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购买使用。  

 

第四章  储存与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各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须建立化学品帐册。化学品购进、入账、领用、使用、销

毁处置等环节都须及时、准确作好记录，做到帐物、帐帐相符，并和学校总账相符。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申购人、领用人和保管人必须是学校正式在编人员。 

第十七条 各单位必须配备化学品专用存储场所，并由专人负责。储存场所必须安全可靠，防

盗措施到位，严禁明火。并根据消防条例配备消防力量、消防设施以及通讯、报警等必要装置。 

实验室应配备化学品专用存放柜，严格分类、定位、定点有序存放，做到零整分开，不得混放、

混装；应有准确的使用计量和详细的记录。 

使用危险化学品必须严格遵守“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领用”、

“双人双锁”、“双本账”，建立购买、使用台帐并保存 2年备查。 

剧毒品存放场所必须符合《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002）等国家有

关规范和标准规定的人防、物防和技防要求。其中，专用保险柜不得低于《防盗保险柜》（GB10409）

中 A类防盗保险柜标准，重量小于 340公斤时，应采用螺栓内藏的方式与钢筋混凝土地面或实体墙

壁相固定。存储剧毒品场所须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并与公安部门联网。 

第十八条 实验人员要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和要求进行操作，并相互监督，保证化学品的使用安

全。使用危险化学品进行实验时，须两人或两人以上同时在场，及时填写《 南京工业大学危险

化学品使用记录表》，随时接受学校和公安部门的检查。 

第十九条 若在实验中使用易挥发试剂，或是会产生有毒、有害、刺激性气体或烟雾的，必须

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防止危害人体健康，污染周边环境。 

第二十条 使用化学品的人员对自身安全负直接责任。严禁学生把化学品带出实验室。学生使

用化学品须在实验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验前，指导老师须向学生说明具体操作规程、应急处置办法、

残留物清理工作等。实验中，指导老师须加强巡视和指导。若发生事故，追究相关指导教师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严禁私自赠送、调拨化学品。若确有需要的，须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相关

手续。 

第二十二条 严禁闲杂人等进入实验室。严禁将食品和饮料等带入实验室。严禁在校车、私家

车和公共车辆上携带化学品。严禁携带化学品进入公共场所和其他重要场所。严禁无关人员搭乘装

运化学品的车辆。 

第二十三条 若化学品丢失，使用人应保护现场，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危险化学品丢失的，

须报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由保卫处报告公安部门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入账标签”完整无损。若出现污损、脱落

导致标示不明的，应及时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补办。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4826693.doc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482669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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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废弃化学品处置 

第二十五条 为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实验室须遵循“减少废物产生、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的原则，选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新工艺、新设备，尽可能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实验材料。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废渣、粉尘等须尽量无害化回收，综合利用。必须排放的，须经过净

化处理，其有害物质浓度达到国家和环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二十六条 学校定期或根据需要不定期收集和处置化学废弃物。处置工作按照“分类收集、

定点存放、专人管理、集中处理”的原则，任何单位和师生不得在校内外丢弃化学品。严禁将可能

污染环境的化学废液、废渣倒入普通下水道，或将危险化学废弃物（包括受沾染的容器具）随意弃

置、填埋。严禁将危险化学废弃物与生物废弃物、放射性废弃物等其它危险废弃物一起混装回收。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负责组织本单位各实验中心（课题组）废弃化学品的

分类和收集，并妥善存储于指定地点。 

第二十八条 盛放过危险化学品的器皿和包装物，在实验结束后须妥善清洗。器皿或包装物损

毁的，不得随意丢弃，须填报《 南京工业大学危险化学品损毁登记表》，按照学校规定处置。

有残留物的容器，须在容器外加贴标签。储存废弃物的容器必须密封且没有破损。 

使用单位处置化学废弃物，应填写《 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废弃物统计表》，经所在单位签章

后，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汇总。汇总后上报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最后由专业废弃物处置

公司处置。 

第二十九条 处置化学废弃物的费用按照招标的费用结算。学校将逐步建立化学废弃物处置费

用分担机制，以强化化学品使用人员的责任意识。  

 

第六章  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 

第三十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实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制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定

期组织实验室的全面安全检查。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实验中心（课题组）的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

的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存在安全隐患的必须及时上报。 

第三十二条 发现危险化学品具有事故隐患时，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发出立即停止使用的通知，

并提出相应的整改要求。 

第三十三条 各单位必须积极配合学校和上级部门的安全检查，不得拒绝和阻挠。对于提出的

整改要求，必须及时作出反馈和整改。 

第三十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卫处和各单位须组织多种类型的安全教育或培训活动，

详细制定计划，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各单位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组织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

尤其要重视对新进入实验室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培训教育工作，强调必须依照实验室的安全管

理规定和规程进行实验。  

 

第七章  奖惩 

第三十五条 学校对严格执行有关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的使用单位及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4858356.doc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492967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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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有关人员，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权予以没收有关物品或通报批评

等处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的，学校将给予相应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南京工业大学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暂行办法》（南工

校资[2007]10号）同时废止。学校所公布的其他规定或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或有抵触的，以本办

法为准。本办法若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不一致或有抵触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保卫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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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 

下载地址：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709&class=958 

           或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页，点击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查看规章制度栏目 

 

 

 

 

 

公安部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的公告 

下载地址：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707&class=958 

       或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页，点击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查看规章制度栏目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中危险品档案库 

下载地址：http://www.txepb.gov.cn/wxpdak/index.htm 

或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页，点击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查看规章制度栏目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709&class=958
http://www.txepb.gov.cn/wxpdak/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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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涉及危险化学品实验核准管理办法 

（试行） 

一、编制目的 

为维护学院师生及财产安全，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本着预防与应急

并重的原则，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适用范围 

凡本学院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各类教学或科研实验，在正式开展之前，必须按照规定的程

序进行实验安全事项的审核，涉危化品实验的责任人必须为本院正式教师。 

三、审核程序 

1、由拟开展涉及危险化学品实验的安全责任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规定提交相应的

审核材料（附件一）： 

1)涉及危险化学品实验的详细操作流程，实验化学品的用量。 

2)提供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3)实验室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措施。 

4) 制定并提供“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具体措施办法可参照校资产处下载文件《XX

实验室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 

5)实验废弃物处置办法。 

6)危险化学品贮存场所及条件。 

7)具体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证明材料。 

2、根据个人提交的书面申请，学院安全管理小组审核通过后，申请人方可申请购买实

验所需的危险化学品；凡申请材料不全或现场条件不合格者，学院审核一律不予通过，申请

人亦不得私自购买危险化学品及开展相关的实验，违者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

管理制度追究责任。 

四、其他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学院安全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年 3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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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材料学院涉及危险化学品实验核准申请报告 

报告编号：                                   日期：    年    月    日 

涉危实验责任人  联系方式  

实验危险性类型 易燃（    ）、易爆（     ）、有毒（    ）、易制毒（    ） 

拟开展实验地点  

一、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具体实验流程，标注危化品名称、用量、安全隐患环节 

实验流程： 

 

 

 

 

 

 

 

 

 

 

 

 

 

安全隐患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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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安全防范保障条件、贮存条件及具体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证明材料 

（请附实物图：消防器材、人身安防、贮存条件等说明性图片） 

 

 

 

 

 

 

 

 

 

 

 

 

 

 

 

 

 

 

 

 

 

三、实验废弃物处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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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请另附详细报告） 

五、危险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请另附） 

六、申报承诺 

 

     本涉危化学品实验申报的各项材料客观、真实、有效。 

 

 

涉危实验责任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核查结果（就是否放行，给出明确结果） 

 

 

 

 

 

 

 

 

 

 

 

 

 

 

 

 

 

 

 

 

 

 

安全管理员（签名）： 

 

                                       年       月       日 

本申报报告一式两份，申报人和学院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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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申购单位和申购人承诺书 

 

本单位（本人）保证严格执行《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试行），并承诺

如下： 

    第一条 申请购用的危险化学品（              ）用于合法用途，在任何情况下

不用于制造毒品、爆炸品等，不挪作它用，不私自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第二条 对已经取得危险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的，由二名或二名以上专门人员持备

案证明购买。 

    第三条 化学品购买后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按要求办理入账手续，经审核签章后

方至财务处报销。 

    第四条 储存场所安全可靠，防盗措施到位。使用危险化学品严格遵守“五双”制

度，即“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领用”、“双人双锁”、“双本账”，建立购买、

使用台帐并保存 2 年备查。 

    第五条 使用人严格按要求做好购买、储存、使用及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记录，自觉

接受监督检查。 

    第六条 若在实验中使用易挥发试剂，或是会产生有毒、有害、刺激性气体或烟雾

的，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防止危害人体健康，污染周边环境。 

    第七条 使用人员对自身安全负直接责任。严禁学生把化学品带出实验室。学生使

用化学品在实验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验前，指导老师向学生说明具体操作规程、应急

处置办法、残留物清理工作等。实验中，指导老师加强巡视和指导。若发生事故，追

究相关指导教师的责任。 

    第八条 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置化学废弃物。不在校内外丢弃化学品。严禁将

可能污染环境的化学废液、废渣倒入普通下水道，或将危险化学废弃物（包括受沾染

的容器具）随意弃置、填埋。严禁将危险化学废弃物与生物废弃物、放射性废弃物等

其它危险废弃物一起混装回收。 

    第九条 若有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产生不良后果或发生事故的，本单位和申购人承

担由其产生的一切后果，自愿接受学校以及公安、环保等部门的处罚。 

 

申购单位盖章：           

 

申购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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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易制爆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申购单 

                              编号： 

申购单位  申购人（签名） 

姓名  

工号  

电话  

名称 规格 
生产商或供应

商 
数量 存放地点 

     

     

     

     

     

申购理由： 

 

储存、使用条件： 

 

 

使用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或学号  

身份

证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电话  电话  

保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本单位实验室 

安全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资源保障部实验室

管理办公室审核意

见（签章） 

 

 

 

年  月  日 

校园安全部 

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购人、保管人、使用人甲必须是本校在编人员； 

2、本表一式三份，使用单位、资源保障部、校园安全部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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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易制毒化学品申购单 

                                      编号： 

申购单位  申购人（签名） 

姓名  

工号  

电话  

名称 规格 
生产商或供应

商 
数量 存放地点 

     

     

     

     

     

申购理由： 

 

储存、使用条件： 

 

 

使

用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或学号  

电话  电话  

保

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本单位实验室 

安全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资源保障部 

实验室管理办公

室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校园安全部 

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购人、保管人、使用人甲必须是本校在编人员； 

2、本表一式三份，使用单位、资源保障部、校园安全部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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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剧毒品申购单 

                               编号： 

申购单位  申购人（签名） 

姓名  

工号  

电话  

名称 规格 
生产商或供应

商 
数量 存放地点 

     

     

     

申购理由： 

 

储存、使用条件（须符合《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等

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 

 

 

 

使

用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或学号  

电话  电话  

保

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本单位实验室 

安全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资源保障部 

实验室管理办公

室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校园安全部 

审批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长审批 
 

年  月  日 

备注：1、申购人、保管人、使用人甲必须是本校在编人员； 

2、本表一式三份，使用单位、资源保障部、校园安全部各执一份。



 

120 
 

危险化学品入账流程 

  

1、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危化品申购审核报告（2017.09 起更新为《实验安全评估 

报告》），学院审核备案后网上审批购买申请。 

2、发票、打印含校徽标志的结帐单、易制毒化学品合同和（或）易制爆化学品合同、合法使用 

说明、使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所有材料一式两份。 

校园安全部备案 带上述第 2 部分资料至校园安全部备案。 

地点：浦江 A 楼 

校园安全部备案后，至计划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准备资料 

财务处报销 

自行贴标签 标签贴于瓶身空白显眼处，污损的及时领取新标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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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化学品入账登记表 

序号 发票日期 供应商 购买人 经费科目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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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年 12月 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4年 4月 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四章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

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第三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四条 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

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五条 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

担责任。 

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第七条 国家支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鼓励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环境保

护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

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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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

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十二条 每年 6月 5日为环境日。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国家环境保护规划，

报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编制

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并与主体功能

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 

第十四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

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 

第十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环境质量标

准。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 

第十六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

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

环境监测的管理。 

有关行业、专业等各类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测规范的要求。 

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

价，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

目，不得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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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前款规定以外的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或者由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环境保

护技术装备、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服务等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

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

鼓励和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改善环境，依照有关规定转产、搬迁、关闭

的，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

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

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

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 

第二十六条 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

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对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告，依法接受监督。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

质量。 

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

采取措施按期达标。 

第二十九条 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

行严格保护。 

各级人民政府对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

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

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严禁破坏。 

第三十条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

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 

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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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 

第三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调查、监测、评估和修

复制度。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环境保护新技术的使用，加

强对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统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防治土壤污染和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

石漠化、地面沉降以及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水源枯竭、种源灭绝等生态失调

现象，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向海洋排放污染物、

倾倒废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标准，防止和减少对海

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五条 城乡建设应当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保护植被、水域和自然景观，加强城市

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与管理。 

第三十六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和再生产品，

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国家机关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组织应当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保护环境

的产品、设备和设施。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对生活废弃物的分类处置、回收利用。 

第三十八条 公民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按照规定对生活废弃

物进行分类放置，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第三十九条 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

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第四章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条 国家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企业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以及废弃物综

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第四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

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

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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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第四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

费。排污费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 

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第四十四条 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由国务院

下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分解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同时，应当遵守分解落实到本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对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的地区，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其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第四十五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四十六条 国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

产、销售或者转移、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的技术、设备、材料和产品。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的规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

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

部门备案。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

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评估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和损

失，并及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处置化学物品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种植和养

殖，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防止

农业面源污染。 

禁止将不符合农用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固体废物、废水施入农田。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

入品及进行灌溉，应当采取措施，防止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从

事畜禽养殖和屠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对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

防止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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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农村生活废弃物的处置工作。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

和其他废弃物处理、畜禽养殖和屠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矿污染治理等环境保护工作。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固体废物的收集、运

输和处置等环境卫生设施，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并保障其正

常运行。 

第五十二条 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五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

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国家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及其他重

大环境信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

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件以及环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等信

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 

第五十五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

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六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

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 

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在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除涉及国家秘

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外，应当全文公开；发现建设项目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应当责成建设单位

征求公众意见。 

第五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有权

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 

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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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

续处罚。 

前款规定的罚款处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

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确定的规定执行。 

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增加第一款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 

第六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六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

原状。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环境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以罚款，并予以公告。 

第六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一）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的； 

（二）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 

（三）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四）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第六十四条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

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五条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

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除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十六条 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

害时起计算。 

第六十七条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

保护工作的监督。发现有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

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可以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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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记大

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一）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 

（二）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包庇的； 

（三）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的决定而未作出的； 

（四）对超标排放污染物、采用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事故以及不落实生态保

护措施造成生态破坏等行为，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的； 

（五）违反本法规定，查封、扣押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设施、设备的； 

（六）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七）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而未公开的； 

（八）将征收的排污费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七十条 本法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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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 

 (1993年 12月 29日江苏省八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1997年 7月 31 日江苏省八届人大常委

会二十九次会议修订，1997 年 8月 16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本省经

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环境保护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控制源头，综合治理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

谁保护的原则。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方针，强化环境监

督管理，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环境保护规划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

划，参与综合平衡，将有关的污染防治费用纳入政府预算，并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

策。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拟定本地区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参与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土规划、区域开发规划以

及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或者审核； 

(三)统一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四)负责管理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 

(五)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推广国内外环境保护的先进

经验和先进技术，开展国际间环境保护的合作和交流； 

(六)调查处理环境污染、破坏事故以及纠纷，并按照规定权限审理环境行政复议案件; 

(七)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各级计划、经济、城建、规划、公安、工商行政、

卫生、土地、矿产、滩涂、农业、林业、渔业、水利、交通、铁道、民航及海洋、港务监督、渔政

渔港监督等管理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本部门的环境污

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不得向社会转嫁污染，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对

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对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综合经济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的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调整

影响环境质量的不合理的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本系统的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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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计划，管理本系统的环境保护工作，对所属单位的环境保护进行检查考核，重视和加强环境

保护科学的研究，开发推广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把环境保护教育列入规划和

计划。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重视和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舆论监督。 

第九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推行标准化建设，按照国家和本省

有关规定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其监测数据应当作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环境的依据。环

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监测数据以及环境纠纷监测数据的争议，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

境监测机构负责技术仲裁。 

第十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和充实环境监理机构。环境监理机构必须依法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或者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乡镇企业发达

的地区，有条件的乡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环境监理站(所)。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迁建和技术改造等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项目，必须严格

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凡对环境有影响以及对环境质

量要求较高的建设项目必须实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制度，做到先评价后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和未按照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规划、计

划、土地、银行、工商行政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设计部门不得先行设计。从事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的单位，必须持证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遵守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评价收费标准收费，并对评价结论负责，接受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考核。 

第十二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标准部门对国家环境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拟

定地方环境标准，对国家环境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拟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环境标准，地方

环境标准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并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参与制定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标准。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和本省环境保护规划的

要求，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水以及大气环境质量控制区、城市环境噪声

标准适用区和农业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对国家规定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应当予以落

实并合理安排使用，不得截留或者挪作他用；应当积极开辟新的资金渠道，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人，

提高环境保护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治理基金制度，并提高使用效率。 

第十五条 在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划定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

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

准。已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第十六条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良性循环。从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环境

破坏的单位应当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费， 

第十七条 合理使用和保护耕地，提高农田地力，采用合理的排灌和耕作措施，防止土壤贫瘠化、

盐渍化。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防止水源枯竭和地面沉降；禁止围湖造田和擅自圈围、侵占、填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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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沼泽、滩涂、洼地；禁止向农田和渔业水体排放有害废水。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推广沼气，

开展农作物和其他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第十八条 农药生产、贮运、经销、使用，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禁止经营、使用和进口国

家规定禁止使用和撤销登记的农药；合理使用化肥、农用薄膜、植物生长激素等物质，防止对农业

环境和农产品造成污染和损害。 

第十九条 禁止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园林、农田、果园、菜场、渔业水体等

区域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堆放、弃置和处理废渣、尾矿、油料、垃圾、含病原体污染物

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确需堆放、弃置和处理的，必须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对可以利用工业废水、城市污水、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进行灌溉、施肥、投饵和改土

的，应当对有关水体、土壤以及农产品进行定期监测，防止土壤、水体和农产品被污染，严格控制

向蚕桑生产区域排放含氟气体或者其他有害气体和粉尘。 

第二十一条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毒

杀、采伐、加工、收购、出售国家和本省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省人民政府申报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

区，监督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重大经济活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省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

对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三条 重点保护长江江苏段、太湖、洪泽湖、高湖、阳澄湖等水域的水环境，综合整治运

河江苏段、太湖、淮沂水系和里下河等水系的污染。各级水利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

管理，在建设水利工程和进行调水、蓄水、排水时，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

业、工业用水，维护下游水环境的自净能力，防止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严格保护饮用水源，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严禁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建设有污染的项目、设置排污口或从事养殖业。已建成的必须限期转产、搬迁

或者关闭。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中应当包括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内容；在城市建设中必

须加强园林、绿化和风景区的建设。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计划地建设烟尘

控制区、环境噪声达标区，健全城市排水管网，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开展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加强集中供热、燃气等市政公用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环境区域综合治埋。

开发区和工业小区的建设，必须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污染集中控制。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七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的有关

规定，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

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油烟、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

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二十八条 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

清洁生产工艺，并对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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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凡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防治污染以及其

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否则不准投产。严禁以试生产为由

排放污染物。 

第三十条 已建成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正常运转，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需要拆除或者闲置的，

应当提前一个月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报后，应当在

一个月内予以批复，逾期未批复的，视为同意。 

第三十一条 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造纸、化工、印染、制革、轧钢、水泥、

炼油、磷肥等企业，应当限期治理。难以治理的，责令其关、停、并、转。限期治理决定，按照管

理权限由相应的人民政府作出。被责令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定期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治理进度，并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检查和验收的情况向同级

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二条 根据本省环境质量状况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和相邻地区环境质量的要求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及

控制措施，报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凡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目标，造成邻近地区环境污

染加剧或者环境功能下降的，应当向邻近地区支付补偿费。实行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排污单位必

须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其排污总量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第三十三条 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缴纳排污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当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排污费、超标准排污费，由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征收，地方财政专项管理，主要用于治理污染。 

第三十四条 从国外、境外引进技术和设备，必须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禁止将列入国家控制名录中的有毒、有害废物从国外、境外转移到本省处理、处置，防止污染转移。

对于因特殊需要须进口废物作为原料、能源或者进行再利用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程序进行申请、

登记、审批、报验。 

第三十五条 有害废物的收集、运输、综合利用、处理、处置必须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对有害废物的运输转移执行报告单制度；有害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选址，应当符合国家和

本省的有关规定。禁止将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或者产生严重污染的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

的单位和个人生产或者使用。禁止为谋取自身经济效益接受有毒、有害的物质和产生严重污染的设

备。严禁未经处理和许可向环境弃置、排放有害废物，严禁将有害废物和一般废物混合收集、运输、

处理、处置。 

第三十六条 产生放射性废物的单位，必须严格管理放射性废物，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放射性废物

交由省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集中收贮，不得自行处置。 

第三十七条 产生噪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治措施，将噪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以内。禁止在市区使用大功率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车；禁止在商业活动中采用高大声响的办

法招揽顾客；禁止夜间从事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 

第三十八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

时报告本辖区内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事故。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以及处理

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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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错误并造成损失的； 

(三)拒绝现场检查或者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四)拒报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 

(五)不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准排污费的； 

(六)引进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设备和有毒、有害废物的； 

(七)不执行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 

(八)转移和接受产生严重污染生产设备的； 

(九)兴办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的； 

(十)不执行限制噪声作业时间规定的； 

(十一)长期以试生产为由排放污染物的； 

(十二)无证或者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 

(十三)擅自收集、运输、处理、排放有毒、有害废物或者放射性废物以及放射源的； 

(十四)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条 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

以并处以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

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期任务的排污单位和个体经营者，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

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前款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

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事单位停业、关闭，须报国务院批准。 

第四十四条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决定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一万元的，须经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区的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超

过五万元的，须经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二十万元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罚款权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对单位的罚没款，一律从其自有资金中支付，

不得列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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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

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造成土地、森林、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破坏的，应当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以及与环境保护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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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 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特制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现予公布，

自 2008年 8月 1日起施行。 

1998 年 1 月 4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安部发

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发〔1998〕89号）同时废止。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 平     

                        二○○八年六月六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名录。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列入本名录： 

（一）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 

（二）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的。 

第三条 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另行制定

和公布。 

第四条 未列入本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

适时增补进本名录。 

第五条 危险废物和非危险废物混合物的性质判定，按照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执行。 

第六条 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

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像纸、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

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等，可以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将前款所列废弃物从生活垃圾中分类收集后，其运输、贮存、利用或者处置，按照危险废物进

行管理。 

第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根据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需要，对本名录进行适时调

整并公布。 

第八条 本名录中有关术语的含义如下： 

（一）“废物类别”是按照《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划定的类别进行的

归类。 

（二）“行业来源”是某种危险废物的产生源。 

（三）“废物代码”是危险废物的唯一代码，为 8位数字。其中，第 1－3位为危险废物产生

行业代码，第 4－6位为废物顺序代码，第 7－8位为废物类别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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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险特性”是指腐蚀性（Corrosivity, C）、毒性（Toxicity, T）、易燃性（Ignitability, 

I）、反应性（Reactivity, R）和感染性（Infectivity, In）。 

第九条 本名录自 2008 年 8月 1日起施行。1998年 1月 4日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经济贸

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安部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发〔1998〕89号）同

时废止。 

 

 

附件：危废名录（2016 版） 

（下载地址：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708&class=958； 

或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页，点击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查看规章制度栏目） 

http://wzc.njtech.edu.cn/new/view.asp?id=1708&class=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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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通知 

 （教技［2005］3 号，2005 年 7 月 26 日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环保局，教育部属各高等学校：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教学活动更加频繁，实验

室废气、废液、固体废弃物等的排放及其污染问题日渐凸现，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为规范和加

强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防止实验室废物污染危害环境，维护环境和公共安全，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促进建立和谐型社会，特通知如下： 

一、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提高对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的认识，

切实加强领导和协调配合，将高校实验室、试验场等排污纳入环境监督管理范围，做到部署具体，

措施到位，监管有效。 

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高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制度，指导、监督所在地高校实验

室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实验过程中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辐射等污

染防治工作，积极支持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实验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开发以及示范和推广工作。 

三、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高校实验室严格执行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危

险废物污染监控与处置制度、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制度、放射源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制度等，要全

面做到稳定达标排放，有效防治高校实验室排污对环境和公众安全的影响，协同促进高等教育和科

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各高校应切实履行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健

全本校实验室排污管理规章制度和环境保护责任制，加强相关科研人员、研究生的环保教育和培训

工作，把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实验室排污管理纳入学校日常工作计划，将实验室污染防治费用纳

入学校年度预算。 

实验室应定期登记和汇总本实验室各类试剂采购的种类和数量，存档、备查并报当地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实验室科研教学活动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

物，应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申报登记、收集、运输和处置。严禁把废气、废液、废

渣和废弃化学品等污染物直接向外界排放。 

废气、废液、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物排放频繁、超出排放标准的实验室，应安装符

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治理设施，保证污染治理设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达标排放。不能自行处理

的废弃物，必须交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的暂存、交换、运送和处置，应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接触危险物品的实验室器皿、

包装物等，必须完全消除危害后，才能改为他用或废弃。 

对使用性质调整、改变或废弃的实验室、试验场等，应在彻底消除污染隐患后，向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禁止将废弃药品以及已受污染的场地、建筑物、设备、器皿等转移给不

具备污染治理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使用；禁止丢弃有毒有害固体废物、废液等。 

五、提倡实验室采用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试剂，替代毒性大、危害严重的试剂；采用

试剂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实验方法和设备；应尽可能减少危险化学物品和生物物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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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的，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排放量，并分类收集和处理，以降低其危险性。鼓励高校实

验室之间建立信息共享、试剂交换机制，尽可能地提高利用率，最大限度地降低试剂库存发生污染

的危险。  

六、提倡各高校，按照国家有关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规定，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授权

的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提高学校和实验室环境管理水平。 

七、有污染物排放的实验室、试验场要建立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和应急体系及报告机制，制定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配备应急设备，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八、对实验室污染防治措施不得力，造成污染的实验室，根据情节轻重，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对学校及其相关实验室进行处理并通报；违反法律、法规的，依

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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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 号，2005 年 8 月 30 日） 

第一条:为了防治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废弃危险化学品，是指未经使用而被所有人抛弃或者放弃的危险化学品，

淘汰、伪劣、过期、失效的危险化学品，由公安、海关、质检、工商、农业、安全监管、环保等主

管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收缴的危险化学品以及接收的公众上交的危险化学品。 

废弃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废物，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利用、

处置活动污染环境的防治。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试剂、药品污染环境的防治，也适用本办法。 

盛装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容器和受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的包装物，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产生量、安全合理利用

废弃危险化学品和无害化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原则。  

第五条:国家鼓励、支持采取有利于废弃危险化学品回收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对废弃危险化学品实行充分回收和安全合理利用。 

国家鼓励、支持集中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促进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产业化发展。  

第六条: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对全国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  

第七条: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随意弃置废弃危险化学品。 

第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使用者对废弃危险化学品承担污染防治责任。 

危险化学品生产者应当合理安排生产项目和规模，遵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尽量减

少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产生量。 

危险化学品生产者负责自行或者委托有相应经营类别和经营规模的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对废弃危险化学品进行回收、利用、处置。 

危险化学品进口者、销售者、使用者负责委托有相应经营类别和经营规模的持有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的单位，对废弃危险化学品进行回收、利用、处置。 

危险化学品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负责向使用者和公众提供废弃危险化学品回收、利用、处

置单位和回收、利用、处置方法的信息。  

第九条: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报废管理制度，制定废弃危险化学

品管理计划并依法报环境保护部门备案，建立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信息登记档案。 

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申报废弃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品名、成份或组成、特性、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等信息。 

前款事项发生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进行变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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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废弃危险化学品信息交换平台，促进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回

收和安全合理利用。  

第十一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向所在地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回收利用、处置与其产品同种的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以

上环境保护部门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符合下列条件的证明材料： 

（一）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二）具备回收利用、处置该种危险化学品的设施、技术和工艺； 

（三）具备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禁止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废弃危险化学品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的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回收、利用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必须保证回收、利用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设施、

设备和场所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对不能利用的废弃

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或者承担处置费用。  

第十三条: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其提供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品名、数量、成分或组成、特性、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技术资料。 

接收单位应当对接收的废弃危险化学品进行核实；未经核实的，不得处置；经核实不符的，应

当在确定其品种、成分、特性后再进行处置。 

禁止将废弃危险化学品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等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按照《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或者储存设备、库存产品及生产原料进行妥

善处置，并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对厂区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检测，编制环境风险评

估报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对场地造成污染的，应当将环境恢复方案报经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同意后，在环境保护部门

规定的期限内对污染场地进行环境恢复。对污染场地完成环境恢复后，应当委托环境保护检测机构

对恢复后的场地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报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对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

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第十六条:转移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跨设区的

市级以上行政区域转移的，并应当依法报经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后方可转移。  

第十七条:公安、海关、质检、工商、农业、安全监管、环保等主管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

法收缴或者接收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当委托有相应经营类别和经营规模的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处置。 

对收缴的废弃危险化学品有明确责任人的，处置费用由责任人承担，由收缴的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追缴；对收缴的废弃危险化学品无明确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能力承担处置费用的，以及接收的公

众上交的废弃危险化学品，由收缴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向本级财政申请处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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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必须

保证本单位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本单

位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安全负责。 

从事废弃危险化学品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活动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专业技术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培训，方可从事该项工作。 

第十九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制定废弃危险

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建设或配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设施和设

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发生废弃危险化学品事故时，事故责任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

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按照国家有关事故报告程序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

上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检查情况

和处理结果应当予以记录，并由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检查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

绝、阻挠。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由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责令改正，对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依据《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罚： 

（一）随意弃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 

（二）不按规定申报登记废弃危险化学品，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三）将废弃危险化学品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经营活动的； 

（四）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废弃危险化学品的； 

（五）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六）未制定废弃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不处置其产生的废弃危险化学品或者不承担处置费用的，由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废弃

危险化学品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单位在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时，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一）未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对厂区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检测的； 

（二）未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并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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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将环境恢复方案报经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同意进行环境恢复的； 

（四）未将环境恢复后的检测报告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备案的。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废弃危险化学品严重污染环境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

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决定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本

级人民政府决定停业或者关闭。 

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拒绝、阻挠环境保护部门现场检查的，由执行现场检查的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在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依据《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采取

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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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资［2014］3 号 

 

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废弃物处置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 591 号）、《废弃危险化学品

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05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 号）、《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为加强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管理，确保师生健康与安全，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我校从事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单位和师生。 

第三条 全校化学废弃物处置工作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监管。各单位对化学废弃物收集、

存储和移交的全过程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协助单位领导统一管理，负责统计和上报等工作。所

有师生有权监督此项工作，发现问题可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 

  

第二章 收集和存储   

第四条 严禁将可能污染环境的化学废液、废渣倒入普通下水道，或将危险化学废弃物（包括

受沾染的容器具）随意弃置、填埋。严禁将危险化学废弃物与生物废弃物、放射性废弃物等其它危

险废弃物一起混装回收。 

第五条 收集时，化学试剂空瓶须盖紧瓶塞再装入坚固的包装箱，箱上标明数量。残液瓶、失

效试剂和废液瓶(不宜倒入废液桶)须完好无损、瓶口密封，再装入坚固的包装箱内，清单与实物相

符。化学废液尽量倒入学校配发的专用废液桶。化学废液可按照一般无机物废液、一般有机物废液

和含卤有机物废液三类进行收集和存放。倒入废液桶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倾倒废液前，须确认倒入后不会与桶内已有物质发生异常反应（如产生有毒挥发性气体、

产生剧烈放热现象等）。判断有危险的，可倒入化学试剂空瓶中，贴上标签，注明主要成分。每次

倒入废液桶的废液数量和主要成分须做好记录，以便其他人员倾倒时，可对危险性作出明确判断； 

（二）化学性质不稳定的废弃物须先做预处理再行收集； 

（三）倾倒废液时，注意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废液溅到身上，并避免将废液倒出桶外； 

（四）废液桶须随时盖紧，避免内部液体挥发，危害实验人员健康，并放置于阴凉且远离火源

和热源的位置，保持良好通风，避免倾倒； 

（五）废液桶不得盛装太满，须保留 1/10左右的空间。 

第六条 严禁将含有剧毒物质的化学废液倒入上述三类废液桶，须倒入化学试剂空瓶中，贴上

标签，注明主要成分。 

第七条 化学废弃物临时存储数量不宜过多，存储时间不宜超过两个月。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单

独处理的，由所在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临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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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交和处置 

第八条 需要处置时，各实验中心（课题组）根据学校通知和要求填写《 实验中心（课题组）

化学废弃物登记表》，交所在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员统计。管理员统一汇总，填写《 南京工业

大学化学废弃物统计表》并签字确认，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汇总，上报南京市环保局审批。获得批准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负责、保卫处配合将化学废弃物运至专业处置公司统一销毁处置。 

第九条 移交时，实验室安全管理员须负责组织将化学废弃物分批分类按时送交指点地点，做

好技术指导、查验和统计等工作。移交完毕后，方可离岗。 

第十条 对有能力无害化处置化学废弃物的单位，需将处置方案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在处置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泄漏事件，各单位要制定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凡违反本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

者，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南京工业大学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3315265.xls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3315265.xls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3335738.xls
http://wzc.njtech.edu.cn/myEditor/uploadfile/20140604083335738.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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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院（部）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包装容器申请表 

    
 
    

纸箱 
小号 中号 大号 

      

塑料桶 
有机 无机酸性 无机碱性 

      

    地址：               楼            室        

责任老师：                   联系电话：                                                                                         

领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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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院（部）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置申报表 

      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 

     

固体废

弃物 

种类 小号 中号 大号 

空瓶（箱）       

其它       

液体废

弃物 

种类 有机废液 
无机酸性废

液 

无机碱性废

液 

25L（桶）       

500mL*20（箱） 
 

    

2.5L＊6（箱）       

     地址：           楼           室        

责任老师:                     联系电话 ：                                             

送货人：                           
 

     备注：1、本表一式二份，一份自留备查，一份签字盖章后交资源保障部

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2、楼名：化工楼（化工学院楼）、化二楼（化工实验楼）、东南楼（材

料学院楼）、创新楼（科技创新大楼）、工程楼（原自动化学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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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危险化学品损毁登记表 

编号：                                               年     月     日 

单   位  

化学品名称 
 

 
规格  数量 

 

 

危险性说明  

无公害 

处理说

明 

 

损毁情况 

说    明 

（附照片） 

 

使

用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或学

号） 
 

电话  电话  

保

管

人 

甲签名  乙签名  

（工号）  （工号）  

电话  电话  

使用责任人 

签  名 
 

实验室安全 

管理员签名 
 

 

备注：损毁情况说明必须详细说明原因，并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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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环保事故申报表 

事故单位  事故地点  

事故时间  责 任 人  

事故经过  

原因分析  

整改措施  

事故总结  

二级单位 

意    见 

 

 

 

 

年   月   日 

职能部门 

意    见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