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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十二五”发展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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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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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

（2002版）的化学品共分为八大类，3823种，其中列入《剧毒化

学品目录》的有335种，化工行业主要大宗原料和产品80%以上属

于危险化学品，另外《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监控的化学品绝大部

分属于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既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也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危险化学品具

有生产过程工艺复杂、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链长面

广等特性，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会带来人身伤害，还会引起环境

污染等次生灾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十二五”是

加快转变危险化学品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为优化产业布局，规

范安全管理，提升本质安全，特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是《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危险化学品发展布局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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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我国石化和化学工业坚持一体化、集约化 、

大型化发展，一批技术先进、布局合理的大型炼化一体化、现代

煤化工、特大型油库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一批技术水平低、布局不合理、安全环保隐患严重的落后产能逐

步淘汰。行业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产业布局逐步优化，本质

安全得到提升。

通过科技创新，一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企业通过

改进工艺技术，加大安全环保生产投入，采用先进的安全环保生

产专用设备，包括控制监测设备、安全保护、个人防护、特种安

全设施及应急救援等，企业安全管理和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安全和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十一五”期间，危险化学品事故总量、死亡人数、重特大

事故及主要安全生产指标均实现了显著下降。危险化学品事故由

2005年的 158起下降到2010年的 60起，死亡人数由277人下降

至 135人，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安全生产问题，主要有：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数量多、布局分散，生产技术、管理法规标准不健全，落

后工艺装备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安全环保投入不足，危险源数量

多而散。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部分企业与城区、居

民区以及周边企业的安全距离进一步缩小，安全隐患增大。一些

企业位于江河水源保护地等环境敏感区，影响饮用水安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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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工园区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缺乏统一协调，园区整体规划

缺乏安全评估，项目布局与安全环保设施不配套。一些危险性较

大的化工项目有从发达地区向安全环保投入不足的欠发达和不

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装置大型化及密集化布局加大固有安全环

保风险等问题。

二、面临的环境

从国际看，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新产业、新

技术、新产品孕育突破，加剧了高端产品市场竞争。国际社会对

化学品的统一管理越来越重视，相继出台国际公约或准则，如全

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REACH）法规等，工业发达国家有将一些资源消耗

大、污染排放多的危险化学品项目向我国转移的趋势。部分国家

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设置了较高的安全、环保、职业卫生

等技术贸易壁垒，围绕市场、能源、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 。

国际社会推行的“责任关怀”，对企业更加注重员工、社会和环

境的安全健康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国内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

深入，危险化学品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安全健康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

民众享有知情权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急需进一

步规范危险化学品安全发展，改变“谈化色变”的现象，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危险化学品必须优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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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结构，提升本质安全度，从源头上解决困扰危险化学品发展

的安全环保问题。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

理念，围绕《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优化产业

布局，规范园区发展，提升本质安全，降低环境风险，建立危险

化学品安全环保发展保障机制，促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绿色、健

康、平稳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优化布局，削减各类安全环保隐患。按照产业集聚、布

局集中、用地集约和安全环保的原则，规划区域功能，优化园区

安全布局，完善公用工程配套和安全、环保保障设施。

坚持技术进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技术进步为先导，以

提高装备配套水平为保障，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加大安全环保

投入，加快高危工艺改造，淘汰落后工艺装备，提升本质安全。

坚持准入管理，完善标准规范。遵循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

安全健康环保准则，严格准入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环保隐患严重

的企业和落后工艺装备、产品退出机制。

（三）发展目标

到 2015年，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化工园区和集聚区更加规

范，危险源多而散的局面明显改善。法规标准建设更加完善，本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hs1118\%E6%A1%8C%E9%9D%A2\%E5%8D%B1%E5%8C%96%E5%93%81%E5%AE%89%E5%85%A8%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8%A7%84%E5%88%92%E6%8F%90%E7%BA%B2.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hs1118\%E6%A1%8C%E9%9D%A2\%E5%8D%B1%E5%8C%96%E5%93%81%E5%AE%89%E5%85%A8%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8%A7%84%E5%88%92%E6%8F%90%E7%BA%B2.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hs1118\%E6%A1%8C%E9%9D%A2\%E5%8D%B1%E5%8C%96%E5%93%81%E5%AE%89%E5%85%A8%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8%A7%84%E5%88%92%E6%8F%90%E7%BA%B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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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安全度有效提升。

——化工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2.5%以上，较大和重大事故起

数下降15%以上，特别重大事故下降50%以上。

——新建企业进园入区率达到100%；

——搬迁企业进园入区率达到100%；

——危险工艺安全改造率达到100%；

——危险化学品企业完成一次清洁生产审核

——承诺实施责任关怀的企业达到80%以上。

四、重点任务

（一）优化产业布局

1.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产业布局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及城市发展规划，结合危险化学品分布

及产业特点，统筹区域危险化学品发展规划及化工园区或化工集

聚区布局，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对不在化工园区等专业工业园区

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制定“关、停、并、转（迁）”计

划，推动重大危险源过多或分散、安全防护距离不达标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搬迁、远离城区及江河水资源保护地等环境敏感地

区，避免企业二次搬迁。严格控制剧毒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项目

新布点，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必须设置在化工园区等专业工

业园区内。逐步实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生产上规模、工艺上

水平、管理上台阶、企业进园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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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方案编制要求

2.强化园区统一规划，提高入园企业准入门槛

危险化学品园区布局要结合大型项目建设，向综合性化工园

区和专业特色园区方向发展，形成炼油乙烯、煤化工、农药、盐

化工、磷化工、氟化工等特色园区。严格制定和实施化工园区建

设和准入标准，实施安全总量控制。按照循环经济发展和园区安

全环保风险防控要求，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保障，使入园企

业达到生产技术装备先进、产业链合理、物流便捷、资源共享、

能量梯次利用、土地集约和生态环境友好等要求。入园企业应符

合园区内产业特点，在产品结构与质量、工艺技术、节能减排、

01 搬迁目标

通过搬迁使危险化学品布局更加合理、安全距离得到满足、危险源多而散局面有

效改观、工艺技术装备得到升级、企业本质安全提升。

02 重点搬迁区域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所在城市主城区、居民集中区、饮水源区、江河水资源保护

地、生态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域。

03 搬迁方案

摸清底数：对现有及在建化工企业逐一核查登记，摸清家底。

做好规划：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及城市发展规划，结合地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分

布，做好区域危险化学品发展规划。

制定政策：制定经济补偿、土地使用、职工安置、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政策，

支持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搬迁。制定化工用地改作其他用途时污染土地修复方案。

提升水平：在实施搬迁工作中，要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提升节约能源、资

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水平，对于无法提升水平的从业单位，责令关、

停、并、转。

职工安置：做好危险化学品搬迁企业的职工安置工作。

http://fs-8.fs.163.com/preview/proxy.do?keyfrom=163mail&uri=150589112540252840&filename=%E5%B7%A5%E4%BF%A1%E9%83%A8%E8%AF%BE%E9%A2%98%E7%9B%AE%E5%BD%95.doc%2F..%2F..%2F..%2F..%2F..%2F..%2F..%2F..%2Fmnt%2Fdfs%2F1%2F535%2F0%2F0%2F12%2F%E5%8D%B1%E5%8C%96%E5%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hs1118\%E6%A1%8C%E9%9D%A2\%E5%8D%B1%E5%8C%96%E5%93%81%E5%AE%89%E5%85%A8%E5%8F%91%E5%B1%95%E8%A7%84%E5%88%92\%E8%A7%84%E5%88%92%E6%8F%90%E7%BA%B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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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条件等方面严格准入条件，基本实现全国主要化工园区

的规范管理。

专栏2 园区规划布局原则

01 园区选址

①安全原则：园区用地要满足建设用地要求，不存在地质灾害等，生产及仓储

区范围要具备建专用消防通道及消防救灾制高点的条件，周边设施要满足一系

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等要求；危险化学品运输路线尽量避开人口密集区和

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减少安全环保隐患；园区周边一定范围内要禁止或有

条件允许相关项目的建设，确保危险化学品周边长期安全。

②协调原则：化工园区与化工基地的设置应与城市今后远期的功能定位相互协

调。应避免企业二次搬迁。

③效率原则：对外交通应靠近区域交通主干道或对外交通设施( 如港口、高速

公路等)，衔接便捷；对内交通要求通达性好，尽量减少到消费地的运输距离。

危险化学品专区应适当集中，有利于资源利用、管理。

02 园区规划

①产品项目一体化：利用化工产品上下游关联的特点，形成化工项目链。

②公用工程一体化：对园区能源供应进行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形成一体化的

“公用工程岛”。

③物流运输一体化：通过输送管网、仓库、码头、铁路和道路等，形成园区内

一体化的物流运输系统。

④安全消防应急一体化：园区内设立安全消防应急中心。

⑤园区管理服务一体化：为驻园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03 总量控制

依据化工园区（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区内危险物质总量和安全、环境容量，进行

风险评估，科学合理确定园区危险化学品产业发展规模，实行总量控制，消除隐

患，降低连锁事故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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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技术进步

1.加强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技术改造

科技进步是保障产业本质安全的重要支撑。支持企业和社会

各方面加大对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研发

的投入。突破一批提升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关键技术和装备。促

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加快安全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促进设施装备更

新改造，引导危险化学品企业提高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生产

水平。鼓励企业对新建的危险化学品装置进行危险和可操作研究

分析（HAZOP）和安全完整性评价（SIL）。

专栏3 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改造重点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安全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技术装备先进、安全管理水平

高、产业关联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实施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

度，减少危险源。发展高端、安全、环保的工艺和产品，实现产

01 重点改造的15种危险工艺

光气化、电解（氯碱）、氯化、硝化、合成氨、裂解（裂化）、氟化、加氢、重氮

化、氧化、过氧化、胺基化、磺化、聚合、烷基化工艺。

02 改造途径和手段

实行自动化控制技术改造，通过装备集散控制和紧急停车系统，提高生产装置自

动化控制水平。涉及危险工艺的化工装置应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选用安全可靠

的仪表、联锁控制系统，配备必要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和火灾报警系统，提高装置安全可靠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装监控系统，

实现自动化监控，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实现远程实时监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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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结构升级。鼓励低风险产品替代高风险产品，低危工艺替代高

危工艺。严格限制低水平、小规模、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不符

合有关安全标准、安全性能低下、职业危害严重、危及安全生产

的落后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的发展。

淘汰和限制使用列入《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环境

公约要求的相关物质，推动公约增列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类物质

的淘汰、削减和控制。

3.完善检验检测技术，推进GHS实施进程

加强危险化学品分类检验检测GLP（良好实验室规范）实验

室建设，提高我国在危险化学品物理危害、生态毒理、健康毒理

等方面的检验检测能力。逐步实现我国实验室检测数据国际互

认。建立国家危险化学品基础数据库，积极推动GHS在我国的全

面实施。

专栏4 推进GHS实施

01 GHS

GHS是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的简称，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提出，旨在统一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信息、通过标签和安全数据单对潜在的接触

者提供化学品危害信息、指导各国制定化学品管理制度、保护人类健康与生态环

境、降低化学品国际贸易成本的制度。

02 实施GHS工作重点

①制修订国内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健康、进出口检验检疫等法律、法规和

标准，与联合国GHS的要求接轨。

②制定国家实施GHS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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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强化安全管理

1.积极倡导责任关怀，促进健康持续发展

以大型企业和化工园区为重点，在石化和化工行业尤其是危

险化学品行业全面推广和实施责任关怀。制定支持推进责任关怀

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开展责任关怀，推进危险化学品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专栏5 实施责任关怀

2.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完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进出口监管

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建设，规范生产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③在全国按计划、分步骤开展GHS实施工作。

④对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运输、经营企业及人员进行GHS培训。

⑤积极参与联合国GHS相关规则的制定，开展国际交流。

01 责任关怀

是全球化工界自愿发起的关于承诺改善健康、安全及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化工企

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健康安全及环保的认知度和行动意识，从而避免产品生命

周期中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伤害的一项理念和制度，并已经得到全球范围内化学品

相关行业人士的广泛的认同。

02 责任关怀工作重点

①加强责任关怀理念的宣传，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责任关怀实施计划。

②选择重点企业和园区进行实施责任关怀试点，树立责任关怀示范典型，为企业

和园区全面推进责任关怀提供经验。

③引导国有大型企业率先承诺实施，使行业范围内80%以上的企业自觉承诺实施

责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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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意识，着力增强人员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安全

技术人才培训、储备机制，加大安全培训力度，开展职业教育培

训，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安全专业人才，加大安全专业人员资格制

度实施力度、杜绝违章操作事故发生。

3.整合应急救援资源，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加快建设高效实用的应急救援体系。依托大型企业，加快危

险化学品国家救援基地和队伍建设。鼓励支持各地区、各部门、

各行业依托大型企业和专业救援力量，加强服务周边的区域性应

急救援能力建设。加快危险化学品应急平台体系建设，建立应急

物资储备体系和调用机制，完善应急预案，提高事故救援能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规划指导

本规划由工业行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各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应依据本规划制定本地区危险化学品发展布

局规划，作为审核调整和建设危险化学品项目及化工园区的重要

依据。加强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城乡规划等部门的信息沟通

和工作协调，及时发现、反馈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

规划实施。

（二）强化行业准入管理

建立化工园区准入制度，科学评估园区安全容量，完善配套

安全设施。制定氟化工、铬化合物、氰化物、光气、合成氨和部

分磷化工产品等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行业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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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安全投入

研究制定财税激励政策，结合高危行业资产保险改革，鼓励

和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安全投入。鼓励企业建立安全生产保

障基金，做好安全隐患整改，推动企业安全升级改造。建立布局

合理、功能齐全、反应迅捷的信息共享平台。

（四）加快GHS实施进程

充分发挥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部际联席会议的

作用，协同推进 GHS 实施。建立健全与 GHS 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标准体系，制定我国实施GHS 的国家战略，加大 GHS 培训力度。

积极协调化学品检验检测数据与国外机构和政府的互认。

（五）发挥中介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开展行业安全管理及教

育培训，加强危险化学品信息统计、运行监测、事故预警等，建

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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