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豫安委办〔2019〕29 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河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关于认真汲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爆炸事故教训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

的紧急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相关危险化学品企业： 

2019 年 3月 21日下午 14:48左右，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

县生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

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3 月 22 日下午，省委王国生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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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应急管理厅现场办公，要求结合实际贯彻总书记的指示，把

总书记的指示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措施和行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王国生书记在省应急管理厅现场办公会和陈润儿省长在

省政府常务会上提出的要求，深刻汲取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爆炸事故教训，为防范遏制我省危险化学品事故，现

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有关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

按照《河南省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方

案》及全省深入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要求，全面排查企业

存在的风险和隐患。加强“两重点一重大”的管理，对 DCS 和

SIS 等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尤其要认真排查温度、

压力、液位信息监测和远传系统是否完好，可燃、有毒气体监测

报警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确保危险化学品罐区、大型化工生产装

置等重点部位安全运行。 

二、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迅速摸清辖区内危险化学

品企业详细情况和危险有害因素，尤其要彻查涉及硝化、磺化、

烷基化、加氢等与事故企业类似工艺的企业。进一步核实辖区内

企业周边距离，尤其要核实与学校、幼儿园、医院、居民区等重

要敏感目标的距离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对复工复产企业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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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过程监督和指导，确保按照复工方案落实各项规定。严格落实

动火、受限空间作业等特种作业制度，严格审查企业和承包商特

种作业人员的从业资格，严格审批特种作业活动，确保特殊作业

等重点环节安全。 

三、严管重罚违规违法行为。市县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

门，要按照属地监管职责分工，对辖区内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进

行一次全面执法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绝不心慈手软，符合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的，一律停业整顿，并依法依规予以上限处罚。对近 2年

来，各级督查发现的隐患开展“回头看”活动，凡是未在规定的

时限内整改隐患的，一律停产整改；对经过整改，仍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报请当地政府予以关闭。 

四、强化安全督导检查。从即日起至 6月底前，省应急管理

厅将组织 5个督导组，分别由省厅执法局和危化处负责人带队，

按照“大暗访、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的要求，对 45 家中

央驻豫和省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具体名单

见附件 1），各省辖市、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对 499 家委

托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企业数量见附件 2）、10489 家经

营企业进行全面拉网式检查。对督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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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河南省省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名单 

2.委托许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分布 

 

 

 

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2019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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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省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位置 所属集团 

1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洛阳市洛龙区  

2 洛阳万基金属钠有限公司 洛阳市新安县  

3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市西工区  

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洛阳市吉利区  

5 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洛阳市 河南能源集团 

6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煤集团 

7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市 平煤集团 

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煤集团 

9 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 平煤集团 

1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汝州电化有限公司 汝州市 平煤集团 

11 中石化南阳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南阳市 中石化 

12 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 三门峡义马市 河南能源集团 

13 三门峡朝阳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  

14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三门峡义马市 河南能源集团 

15 义马煤业综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峡义马市 河南能源集团 

16 三门峡恒生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  

17 三门峡捷马电化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  

1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许昌市襄城县 平煤集团 

19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市襄城县 平煤集团 

20 河南开炭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市襄城县 平煤集团 

2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蓝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遂

平化工厂 
驻马店遂平县 平煤集团 

22 河南永银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舞阳县 河南能源集团 

2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开封市 平煤集团 

24 开封龙宇化工有限公司 开封市 河南能源集团 

25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市 平煤集团 

26 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含永城永金） 永城市 河南能源集团 

27 安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安阳市 河南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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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位置 所属集团 

28 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 河南能源集团 

2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天然气处理厂 
濮阳市  

30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  

31 中农发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濮阳市  

3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石油化工总厂 
濮阳市  

33 河南海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台前县  

34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含濮阳永

金） 
濮阳市 河南能源集团 

35 濮阳龙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 河南能源集团 

36 濮阳市金鼎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  

37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壁煤化工有限公司 鹤壁市 河南能源集团 

38 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鹤壁市 河南能源集团 

39 焦作煤业（集团）开元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 河南能源集团 

40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  

41 焦作煤业(集团)合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 河南能源集团 

42 济源市方升化学有限公司 济源市  

43 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 济源市 
河南恒通化工

集团 

44 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  

45 新乡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新乡市 河南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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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委托许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分布 
 

郑州 55 家，开封 36 家，洛阳 36 家，平顶山 19 家，安阳

26 家，鹤壁 20 家，新乡 87 家，焦作 52 家，濮阳 48 家，许昌

11 家，漯河 13家，三门峡 19家，南阳 26家，商丘 6 家，信阳

6 家，周口 6家，驻马店 11 家，济源 22家。 
 

 
 

 

 

 

 

 

 

 

 

 

 

 

 

 

 

 

 

 

 

 

 

 

 

 

 

 7 



 

 

 

 

 

 

 

 

 

 

 

 

 

 

 

 

 

 

 

 

 

 

 

 

 

 

 

 

 

 

 

 

 

 

                                                                  

  河南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2 日印发    

校对：陈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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