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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20号） 

     

《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已经 2020年 8月 27

日茂名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并经 2020 年 9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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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2020年 8月 27日茂名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0年 9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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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装卸和相关服务，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是指使用专用车辆通过道

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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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所称专用车辆，是指符合特定技术条件和要求，从事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载货汽车。 

本条例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确定并公布

的危险化学品目录范围内的物品。 

法律、法规对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运输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便利运输的原则，大力推广现代信息科技管

理手段，保障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有序、安全。 

第四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管理工作，建立由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公安、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

门和消防救援机构组成的管理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协调管理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和应急救援工作。 

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根据授权或者委托，依法做好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管理有关工作。 

第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卫

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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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 

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

乡建设、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共享应用等工作。 

第八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企业或者单位是危险化

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或者单位

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关行业协会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和协会章程的规定，为会员提供安全知识培训、技术咨询和

指导服务，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协助做好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第二章  运营主体管理 

第十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具备

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条件，并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相应

类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从业人员管理制度、教育培训制度、车辆管理

及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停车场管理制度、应急救援预案制度、安

全生产作业规程、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聘用的从事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等从业

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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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对专用车

辆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等从业人员，以及本企业

或者单位与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活动紧密相关的其他人员进行岗

前安全教育培训和定期安全教育，未经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

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相关人员离职后十二

个月；定期安全教育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二个月。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教育培训。鼓励采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开展多种方式的教育培训。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使用按国

家标准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专用车辆及设备，确保使用的专用车

辆及设备与承运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重量相匹配。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维护和管理专用车辆，确保专用车辆技术条件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使用罐式专用车辆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企业或者单位

应当保持罐体完好，不得非法更换、改装或者加装，并按规定做

好罐体的定期检验。 

常压罐式专用车辆罐体存在严重缺陷或者事故损坏需维修

的，应由具备资格的企业按国家标准及技术条件进行维修并经具

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格。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为专用车

辆安装符合国家和省相关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等动态监控装置。

鼓励运输企业或者单位为专用车辆安装防碰撞装置及其他先进的

车辆安全运行监控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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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确保卫星定位装置等

动态监控设备运行正常，并按照国家规定妥善保存动态监控数据。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配备专职

动态监控人员。动态监控人员在工作期间，应当严格遵守动态监

控制度，实时分析、处理专用车辆行驶动态信息，及时提醒纠正

违法驾驶行为，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的专用车辆应

当每年审验合格。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

箱，应当由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性能和核定容积检验。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的专用停车场

应当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防护设施，实行封闭管理，分类、分

区停放，并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不得妨碍居民生活和威胁公共

安全。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建设专用车

辆公共停车场，提供停车、清洗、物流等服务。 

第二十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到具有污

染物处理能力的机构对常压罐体进行清洗（置换）作业。废气、

污水等污染物应当集中收集，消除污染，不得超标排放，污染环境。 

鼓励有条件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建设具有污

染物处理能力的罐体清洗场所，并对社会开放。 

第三章  运输作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确定本辖

区专用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路段和时间，设置明显标志，并于

实施前十五日予以公布。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专用车辆不得进入

限制通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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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驾驶人员不得超速驾驶、

疲劳驾驶。 

驾驶人员应当确保罐式专用车辆罐体、可移动罐柜、罐式集

装箱的关闭装置在运输过程中处于关闭状态。 

押运人员应当保证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全程处于其监控之下。 

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保证运输全程通讯畅通，保证车辆

卫星定位等动态监控装置正常运行。 

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不得非法卸载、分装或者并车装载所运

输危险化学品。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化工产

业园区设置专用车辆临时停放点。 

等待装卸的专用车辆应当停放在专用车辆公共停车场，或者

相关主管部门指定的临时停放点，不得占路停放。 

第二十四条  负责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企业或者单位应当

建立充装、装卸的查验、记录制度及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

充装、装卸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超限超载充装。 

负责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企业或者单位可以采取预约等方

式，合理安排专用车辆分批次进行装卸作业，减少专用车辆等候

装卸的时间。 

第二十五条  负责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企业或者单位应当

在装卸前核验专用车辆资质、安全标识标志及定期检验证明是否

齐全并符合相关规定，核验专用车辆及罐体与行驶证照片是否一

致，核验装运介质和核定载质量是否与设计一致，核验专用车辆

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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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从业资格。不符合规定的，不得装卸。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运输过程中，驾驶人员应当依法停放专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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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在专用车辆公共停车场停放，或者远离学校、居民区等人员密集

区域停放，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七条  运输过程中因发生自然灾害、车辆故障以及其

他突发事件导致专用车辆处于危险状态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

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运输企业报告。

公安机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或者协调相关部门采

取措施，及时消除危险状态。 

第二十八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装卸的企业或者单

位应当配合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做好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工作，及时录入真实、有效、完整的

信息。 

第二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制作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电子运单，并将运单信息报送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监管信息系统共享。特殊情况需要使用纸质运单的，需加盖

企业公章。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交通运输、应急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

公安机关对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装卸的企业或者单位填报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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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数据等信息应当加强互认共享，避免重复索要。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应急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和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实施检查监督时，可以向从事危险化学品

运输、装卸的企业或者单位及其相关管理人员了解情况，查阅、

复制有关资料。但是，应当保守被检查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并妥善保管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资料，防止信息外泄。 

第三十二条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

装卸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港口储存企

业装卸的监督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城镇燃气企业装

卸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现专用车辆超

限超载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责令专用车辆所在企业自行卸载

和保管超载货物，消除违法状态。 

专用车辆所在企业不自行卸载的，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应当强制卸载。 

第三十四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加强执法协作，共享执法信息，实施证据互认，根据需

要开展联合执法。 

第三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茂名

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进行监督管理，对平台监测发现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违法行

为及时核查、处理，并将核查处理结果向平台反馈。 

第五章  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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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

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

应急救援体系，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以及化工产业园区

应当建立或者整合本区域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加强事

故应急救援物资储备。 

第三十八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生态环境、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实施救援，不得拖延、推诿。 

所在地县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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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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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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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土壤、水源、

大气造成的现实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危害，采取封闭、隔离、洗消

等措施； 

（四）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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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制定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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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依法向社会公布。营业范围发生重

大变更的，应当重新备案。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每年定期开展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

对演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对培训和演练情况进行记录。 

企业应急救援预案应当与政府应急救援预案衔接畅通。 

第四十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的，驾驶人

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在现场采取警示措施、安全措施和其他应

急处置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消

防救援机构和本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报告。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接到

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组织救援，并向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报告。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指导驾驶人员、押运人员

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工作，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专家

库，组织专家定期分析行业安全风险，指导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

工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的工作人员，在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督管理工作中不依法履

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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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托运人委托未

依法取得相应类别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

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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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企业或者单位聘用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等从

业人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作业的，由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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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对从业人员以及

本企业或者单位与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活动紧密相关的其他人员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使用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专用车

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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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更换、改装或者加装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的，由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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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监控人员的，处三千元以上八千元

以下的罚款； 

（二）动态监控人员在工作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者未及

时提醒纠正违法驾驶行为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污

染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罐式专用

车辆罐体、可移动罐柜、罐式集装箱的关闭装置在运输过程未处

于关闭状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驾驶人员改正，处一千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驾驶人员、押运人员非

法卸载、分装或者并车装载所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由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负责危险化

学品装卸作业的企业或者单位超载充装的，由交通运输、应急管

理或者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负责危险

化学品装卸作业的企业或者单位未严格执行充装或者装载查验制

度的，由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或者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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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从事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装卸的企业或者单位录入虚假的信息的，由相关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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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同行》解读我省首部关于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导读 

202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1：00-11：30，茂名市交

通运输局执法一科负责人李裕忠、茂名市交通运输局法规科一

级行政执法员廖世森在茂名市广播电视台 FM106.1 广播频率

《与法同行》直播节目中，就《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

理条例》作了专业讲解。 

《与法同行》2021 年第 2 期（总第 281 期） 

节目回放（茂名市交通运输局） 

《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已于 2021年 2月 1日起施行。此条

例是我省首部关于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为便

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条例》的相关内容，今期节目围绕《条

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如何贯彻实施好《条例》，进一

步服务和监管我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

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和探讨。为了使大家更加全面深入了解《条

例》，请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基本情况以

及《条例》出台的背景。 

石化产业历来是我市的支柱产业，石化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

石化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相匹配的运输能力予以保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A5NTQ3Nw==&mid=2247487420&idx=2&sn=df942a4af7543e4e38d70016ce1ce601&chksm=f90976a6ce7effb0b78b9666059db4c7135026d9db4d9a1f7dc51495a0e6d1859d73e9dd5b7a&mpshare=1&scene=1&srcid=0225eQIKbBJgrgFwMrz8Tr4v&sharer_sharetime=1614309385799&sharer_shareid=c624fa8fb70c9c56968f27b1d7bb5124&key=0aea7473dde1d3773797d506ffe27583d1f7afcec82c046cd2e0095ae7f4e724bf39c165ea7fc4c30017b0f3355f6dadfad25a0de587b5782fa8b341d27c17a86553ff3c2cfc9292e341ee24945e0d5246a33487fc702ce56bc6acff6c3d636c178fd5e71c25df8f103ffc0573ffa9c5927243024d8b777ceb99f65c9bef4908&ascene=1&uin=OTgwMTk4OTAy&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10043&lang=zh_CN&exportkey=A1jaXabYspXykgMoPnh0HsE%3D&pass_ticket=lleBU0bnkHwgoGI4qxVx3%2F01qPAMTo7IA8zvEM2eodUsMMghv9bgunon%2FRNmJiGZ&wx_header=0&fontgear=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A5NTQ3Nw==&mid=2247487420&idx=2&sn=df942a4af7543e4e38d70016ce1ce601&chksm=f90976a6ce7effb0b78b9666059db4c7135026d9db4d9a1f7dc51495a0e6d1859d73e9dd5b7a&mpshare=1&scene=1&srcid=0225eQIKbBJgrgFwMrz8Tr4v&sharer_sharetime=1614309385799&sharer_shareid=c624fa8fb70c9c56968f27b1d7bb5124&key=0aea7473dde1d3773797d506ffe27583d1f7afcec82c046cd2e0095ae7f4e724bf39c165ea7fc4c30017b0f3355f6dadfad25a0de587b5782fa8b341d27c17a86553ff3c2cfc9292e341ee24945e0d5246a33487fc702ce56bc6acff6c3d636c178fd5e71c25df8f103ffc0573ffa9c5927243024d8b777ceb99f65c9bef4908&ascene=1&uin=OTgwMTk4OTAy&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10043&lang=zh_CN&exportkey=A1jaXabYspXykgMoPnh0HsE%3D&pass_ticket=lleBU0bnkHwgoGI4qxVx3%2F01qPAMTo7IA8zvEM2eodUsMMghv9bgunon%2FRNmJiGZ&wx_header=0&fontge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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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方式主要分为道路运输、水上运输和管道

运输，道路运输是各类运输方式中最灵活也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

运输方式。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 80家，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5657 辆，从业人员超过 3 万人。然而，

我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目前仍存在企业经营管理不够规范、

从业人员业务水平良莠不齐、信息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

是导致运输效率低下和发生运输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迫切需要

通过地方性立法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管理，提升

行业管理水平，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从而促进石化产业安全有序

发展，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Q 

如此看来，《条例》的出台对我市石化产业的安全发展很

有必要。那么《条例》的出台经历了哪些过程？ 

《条例》的出台，经过了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司法局等部门反复沟通讨论以及市人大常委会的深入研究

论证，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的“难点”“痛点”“堵

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有效吸纳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

人大代表、立法咨询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

四条制定思路：一是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兼顾行业发展，

不能“一管就死”；二是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

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管；四是确保装卸

作业、运输作业、车辆停放等易发生事故环节的安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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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条例》共七章五十三条，主要围绕运营主体管理、运输

作业管理、监督管理、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我市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章总则，就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各类主体责任、信息系统等问题作

出规定；第二章运营主体管理，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许可、

企业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运输车辆管理、停车场地管理

等内容作出规定；第三章运输作业管理，明确了驾驶人员、押

运人员职责，对装卸作业、运输作业等事故易发环节作出具体

规定，建立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信息化管理制度；第四章监

督管理，对政府部门的行政检查行为、监管信息共享进行了规

定，明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危险化学品港口储存企业、

城镇燃气企业三类企业的装卸监管责任，明确了对超限超载运

输车辆的强制措施，完善了执法协助制度，建立了违法行为核

查处理反馈机制；第五章应急救援，对政府和企业的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职责、应急救援力量和处置流程进行

了具体规定，推进应急救援专家库建设；第六章法律责任，对

影响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装卸安全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设

置了处罚；第七章附则，确定了《条例》的施行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 日。 

《条例》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责任责任具体作

出了如何的规定呢？ 



20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是第一位。《条例》在《安全

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

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条

例》第八条规定了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企业或者单位是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安全工

作全面负责。同时，《条例》第二章在运输许可、企业制度、

教育培训、车辆管理、动态监控、停车洗车等方面对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简单的说，

《条例》主要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中“人”的安全操作，

“车”的安全运行和“货”的安全流转进行了规范，对政府、

部门、企业各方的应急救援责任进行了明确，对相关主管部门

的监管职责进行了细化。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全链

条管理，除危险化学品的道路运输过程外，运输过程中的装卸

和相关服务也适用本条例。这里的“相关服务”主要是指与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关的服务，例如停车服务、罐体清洗服务、

车辆检测维修服务、信息化服务等。 

据了解，运输过程是最容易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环节，

请问《条例》对运输作业管理作出了哪些规定？ 

运输作业是由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具体实施的，《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对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

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驾驶人员要确保车辆罐

体的密闭状态，押运人员要保证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全程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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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之下，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要保持通讯畅通、保证动态监

控装置正常运行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及时报告。此外，《条例》

第二十二条还针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中超速驾驶、疲劳

驾驶和非法卸载、分装、并车装载等常见的、突出的不安全行

为设置了禁止性条款，并在第四十九条设置了处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在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中，主要有哪些危险驾驶的行

为？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过程中的超速驾驶、疲劳驾驶、驾驶时以

手持方式使用电话等危险驾驶行为是导致运输事故的主要原

因，有效的动态监控可以对这些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实时监督和

及时提醒。动态监控既是车辆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事故

发生后倒查事故原因的重要手段。Q 

那么在《条例》中有要求，交通主管部门如何实现对这些

行为监管的呢？ 

《条例》要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为

专用车辆安装符合国家和省相关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等动态

监控装置，并按照国家规定妥善保存动态监控数据。同时企业

或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动态监控人员，严格遵守动态监控制度，

及时提醒纠正违法驾驶行为，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条例》

第十五条对车辆动态监控设备的配备和维护进行了规定，第十

六条对企业动态监控人员的配备和岗位职责进行了规定。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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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设置了相应的处罚条款：一是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监控人员的，处三千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的罚

款；二是动态监控人员在工作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者未及

时提醒纠正违法驾驶行为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近年来，在危险化学品装卸环节出现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请

问《条例》对装卸作业环节有没有作出具体的要求？ 

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装卸作业环节的监督管理尚未

有明确的规定，部门监管职能存在重叠交叉的情况。《条例》

的出台，填补了上位法的空白，理顺了各方的职责，强化了对

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这个薄弱环节的监管。在企业责任方面，

《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首先明确装卸企业承担装卸

作业环节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当建立查验记录制度且严格

落实充装、装卸各项安全操作规程，防止装卸作业过程中发生

事故；二是禁止超限超载充装，从源头杜绝危运车超载现象，

防止因超载导致运输过程发生事故；三是规定了装卸企业在装

卸前需查验的具体内容和不得装卸的情形，同时规定了对气瓶

等特殊容器的充装，需按上位法的规定执行。在部门职责分工

方面，《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了装卸作业环节的分类监管原

则，即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作业由装卸企业的主管部门分别进行

监管。同时按照权责相当的原则，在法律责任中为负有监管职

责的部门设置了处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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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乱停乱放会带来极大的公共安全隐患，这

也是普遍关注、反映较多的问题。请问《条例》对于车辆停放

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条例》首先对停车场地进行了规定，市政府组织建设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专用公共停车场和安全防护设施，实行封闭

管理。其次，对装卸前临时停放和运输过程停放两种不同情形

分别进行了规定。对于提前到达企业等候装卸的车辆，要停放

在专用公共停车场或者指定的临时停放点，不得在装卸企业外

占路停放等候装卸；对于运输过程中的车辆，驾驶人员应当依

法停放专用车辆，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应当在专用车辆公共

停车场停放，或者远离学校、居民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停放，并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同时，《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的专用停车场应当设置相应的消防、

安全防护设施，实行封闭管理，分类、分区停放，并设立明显

的警示标志，不得妨碍居民生活和威胁公共安全。 

据了解，目前国内部分地区通过建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

信息数据平台，运用“电子运单”等信息化手段对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进行监管，有效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事故发生率，

是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必然趋势。请问《条例》对于信息化管理

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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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参考外地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主要从政府、

部门、企业三个方面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信息进行了规定：

一是政府负责信息系统的建设、管理和维护；二是有关部门负

责做好企业信息的采集和共享，并对信息平台监测发现的违法

行为按照职责进行核查反馈；三是有关企业要配合信息平台的

建设，在平台录入真实、有效、完整的信息。这里强调一下，

运输企业要在运输前制作“电子运单”，并将运单信息报送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管信息系统共享，特殊情况需要使用纸质

运单的，需加盖企业公章。Q 

国家、省、市对于优化营商环境都作出了重要的部署，《条

例》是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体现减轻企业负担的呢？ 

在《条例》制定的过程中，部分企业反映了多头管理、重

复检查的问题。《条例》充分吸纳了有关建议，根据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有关规定，有关主管部门要对企业填报的

资料、数据互认共享，避免要求企业重复填报雷同的资料、表

格。同时，对政府部门实施的监督检查“权”和“责”进行了

明确，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做好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我市是全省重要的石化基地，危险化学品生产量、运输量

大，危运车辆多，安全监管责任大。下一步，市交通运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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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为契机，继续抓好如下重点

工作：一是加强隐患排查。根据《条例》确定的交通运输部门

职责任务，依托茂名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信息化管理平

台，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依法治理工作。重点对

辖区内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聘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从业

人员，驾驶人员、押运人员非法卸载、分装或者并车装载所运

输危险化学品等隐患问题进行排查整治。二是加强部门联动。

市交通运输局将结合《条例》规定和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工

作主动性，加强与应急管理、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城

管执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市场治理

合力。同时，针对《条例》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

会商，探索研究执法新举措，最大限度保障《条例》在我市落

实落地。 

我相信，《条例》落实落地后，我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

行业将得到全链条安全管理，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请大

家今后多关心、支持我市交通道路运输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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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到市危运协会 

召开调研座谈会消除隐患 确保春运生产安全 

 

本报讯 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分管运管的领导带领该局工作人

员深入基层，到市危运协会开展年终岁末的调研工作；并召开行

业问题调研座谈会，针对我市危运行业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咨询

调查和了解，消除隐患，确保春运生产安全。 

座谈会上，市危运协会林会长对协会及行业情况进行简要汇

报。针对危运行业的热点难点问题，会上归纳危运行业目前有以

下存在问题：司机黑名单制度的制定实施问题；协会专家库组建

及专家组派遣专家工作任务、专家管理和如何发挥专家作用的问

题；企业台账管理制度及主管部门如何统一执法检查标准问题；

营运车辆压力罐送往广州检测手续繁锁、路途遥远，增加企业费

用开支问题；目前企业出现运力过剩，司机缺乏难聘的突出问题

等。市交通运输局分管运管领导表示，争取先易后难，逐步解决，

交通主管部门不能解决的，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进行协调

处理，为运输企业保驾护航。 

随后，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向市危运协会及危运企业提出

要求：希望企业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安全岗位职责；开好

班子会议、管理层人员会议和司机、押运员会议，布置好春节、

春运各项安全管理工作；企业要安排好 24小时值班工作，领导要

带班，值班人员要全天侯值守，保证信息上传下达，渠道畅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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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企业要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安全检查，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消除安全隐患；抓好司机的安全培训教育，做到一日一检查、一

谈话，开展“安字一号”线上培训、手机学习，提高司机安全意

识，文明驾驶；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维护保养，确保营运车辆技术

状况良好；加强卫星定位监控，对营运车辆实行 24小时监控；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行车安全。 

市危运协会会长和企业代表纷纷表示，会加强行业安全管理，

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确保春运安全有序、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李正茂 

注：此文 2021年 2月 1日在茂名日报刊登 

 

 

 

茂名市民政局 

开展 2020 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规范社会团体管理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

等有关规定。日前，茂名市民政局开展对全市 2020年度社会团体

年度检查工作。 

    这次年度检查的范围。凡是 2020年 12月 31日前经茂名市民

政局批准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均需参加 2020年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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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年度检查的时间和程序。社会团体从 2021年 3月份起至

6 月 30 日前，按市民政局的要求，完成年检材料的上报工作。一

是进行网上填报。2021年 3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登录茂

名市社会组织信息网，按步骤点击"年度检查”-“申请”-“申请

办理”，按系统提示如实进行年度检查报告书的填写并保存提交。

二是纸质材料报送。社会团体完成网上填报并经审批通过后，收

到“办结”短信通知后，将印有“年检合格”、“年检基本合格”、

“年检不合格”等水印字样的年度检查报告书打印成 A4大小纸质

文本，首页要法人代表亲笔签字、内页财务负责人签字、加盖社

会团体公章。连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一并于 2021

年 7月 30日前报道茂名市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加盖年检印鉴。

网上经审查通过的信息应与纸质材料内容一致。 

    这次材料填报要求比较严格。社会团体应按照年检时间报送。

网上首次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河 30 旧，退回补正后提交

的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0 日，逾期年检系统将自行关闭，不

再受理。 

    这次年度检查的审查形式、标准和结论：1、社会团体内部管

理规范，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活动，未发现违反《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社团相关管理规定和社团章程的行为，

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合格。2、有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相关规定

或社会团体章程行为，情节较轻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

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3、不再具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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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定的社团法人成立必备条件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年检不

合格。 

    这次年度检查，采取抽查、专项检查、网上报送资料审查、

报送纸质材料审查、报送社会团体工作报告（含财务会计报告）

的形式进行。年度检查结论，将在茂名市社会组织信息网公告。

对逾期未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团体，将列入异常名录，并在茂名

市社会组织信息网公示。 

通过这次检查，使市民政管理部门进一步了解全市社会团体

运行发展情况；将会加强社会团体组织内部管理，加强行业协会、

商会工作规范，加强社会团体工作人员自律行为，认真执行《广

东省行业协会条例》有关规定，使社会组织得到有序、稳定、健

康发展！ 

                                ——李正茂 

 

 

 

茂名市交通执法局到茂名市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督导安全工作 

 

为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2021年 3月 16日上午

10 时，茂名市交通执法局检查组到茂名市八达物流有限公司进行

安全工作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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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针对转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通报 2021年 1月份相

关营运车辆动态监控抽查情况的通知文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检查组对茂名市八达物流公司严抓细管安全工作表示了肯定，同

时就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认真吸取 2021年

3月 13日在茂名市西部快线彭村红绿灯路口路段，粤 K88179（粤

K1119挂）重型半挂牵引车装载 29.75吨沥青原油在停车等红灯放

行时，被粤 K28222（粤 K1573挂）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碰撞发生

事故，防止发生同类型的事故；二是强化安全警示教育。要经常

性地对广大驾驶员、押运员、安全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牢记

安全第一的车辆运行原则，主动发现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堵塞管理漏洞；三是严格日常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企业内

部安全管理制度，确定专人通过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实时监

督、提醒、纠正营运车辆超速、超载、违停、疲劳驾驶等违法行

为，细化管理查处措施，严厉处罚教育。四是强化应急管理。要

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季节性雨水天气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培

训，遇到突发情况能正确、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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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曾凤珍 

 

 

 

 

危运企业要提防假期“后遗症” 

会长：林伟江 

 

  春节假期结束，人们又开始正常上班，危运行业也不例外，

有的企业运输任务重，已马不停蹄安排车辆上路。然而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是高危行业，来不得半点马虎，特别是面对节后有的司

机可能有思想波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更要强调安全性。笔者

建议危运企业节后要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确保运输生产安全。 

  要提防假期“后遗症”。春节放假，有的企业可能“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出现忽略车辆进场入库、员工纪律松懈等问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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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司机、押运员，在放假期间为准备过节物品忙碌不停；有

的走亲访友外出游玩；有的宅在家里通宵达旦玩得不亦乐乎，以

至不同程度出现了身心疲惫、精神不振等现象，给节后营运带来

隐患。 

  要开好“三个会议”。一是要开好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和部署

新年工作计划，布置节后运输生产安全防范措施，着力解决企业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从业人员岗位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级

级抓落实，切实抓好企业运输生产安全工作。二是开好中层管理

人员会议，解决干部执行力问题，不折不扣地做好企业下达的各

项工作。三是开好从业人员会议。明确从业人员的工作任务，要

求从业人员做好本职工作。通过上述会议，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

执行力，达到企业上下一致，步调一致。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节后企业要组织司机、押运员

进行学习，让司机、押运员收心养性，调整心态回归原点，恢复

原来上班的正常工作状态，开好文明车、安全车。企业要加强司

机、押运员的业务培训，通过培训，解决司机节日期间的思想波

动问题，提高司机、押运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

在运输过程中遵守交通法规和操作规程，文明驾车，安全行驶。 

  加强对危运车辆的安全检查。放假前，有的司机急于回家过

年，不管车况如何，把车停放在停车场便一走了之。因此，危运

车辆在出车前，必须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进行维修保养。特别要检查车的仪表设备是否正常，安全设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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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齐全有效，汽油装置、水箱设备、轮胎气压、灯光照明是否正

常、营运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等。通过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使车

辆状况保持良好，确保营运车辆不带病行驶。 

加强对停车场的安全检查。企业要组织有关人员，对停车场

的安全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例如：检查水池是否有水、消防栓是否可以使用、灭火器是否过

期失效、安全标识标线是否清晰可用等，通过检查，及时消除停

车场的安全隐患。 

 

注：此文 2021年 2月 26日在茂名日报刊登 

 

 

 

 

科学解决危运行业疲劳驾驶问题 

会长：林伟江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

二条第七款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 4 小

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分钟的行为，有以上行为

的，即认定为疲劳驾驶。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安交管部门可依

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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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危运行业更要杜绝疲劳驾驶情况。茂名的油品大多数外

销，现在我国的高速公路网络相当发达，油品的运输大多数都是

选择高速公路出行。一般来说，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间隔三十到五

十公里设置一个，但大多数服务区的专用危运车停车位不多于三

个，而很多面积稍小一点的服务区根本不设置危运车停车位，那

么，连续行驶时间较长的危运车的司机怎么办？不按行驶时长间

隔停车休息，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危险驾驶），想停车休息又找

不到停车位，相当被动。 

  目前我省危运车辆有两万余辆，其中茂名市的危运车 5800余

辆。以我市危运车运输行驶方向最多的 G15 高速公路湛江至广州

路段来细数一下服务区，全程约 400 公里，只有官渡、电白、阳

西、阳江、大槐、梁金山、雅瑶一共七个服务区，一旦上了高速，

且不说需要按规定停车休息，以免被认定是疲劳驾驶，就是想进

服务区上厕所，都很难找到危运车专用停车位，这些已经是困扰

我市危运车司机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了。还有，不少高速公路管理

的方式简单粗暴，只要服务区的危运专用停车位不足，即对危运

车进行强行驱赶。如此危运车辆就只有下高速了，但是下高速之

后就安全了吗？ 

  因此笔者建议，在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没有跟上时，执法部门

应科学人性化管理。例如当遇见堵车或服务区没有停车位时，危

运司机可以通过车上的行驶记录仪进行位置标记或者拍摄照片、

视频等方式来免责，为延误提供证据。另外在疲劳驾驶高发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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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或者新建高速公路上，应该增设危运车专用停车休息区，提

升停车数量，弥补夜间服务区停车问题。 

 

注：此文 2021年 3月 25日在茂名日报刊登 

 

 

 

 

茂名市仁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21 年春运工作总结 
 

为期 40天的春运工作已经结束，春运期间，在防控疫情的同

时，我司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加强对春运工作的组

织领导，抓好全方位的监管工作，加强组织协调，完善应对措施，

及时排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最终实现了“健康、平安、畅顺、

智慧、温馨”的春运工作总体目标，现就春运工作开展的情况，

作如下总结。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春运工作 

为了加强 2021年春运工作的领导，确保春运工作顺利的开展，

我司成立了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经理陈家训同志担任，副

组长由副经理曾明才同志担任，古冰云、许丽、吴晓玲、李叶波

等同志为小组成员，做到责任到人，分工明确，坚持谁主管，谁

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实现春运工作有序进行。 

二、积极开展宣教工作，营造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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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把春运安全准入关。应《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切

实做好 2021 年春运期间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等工作的通知》（粤交

运函【2021】32号）文件要求，督促本公司驾驶员于 1月 28日前

通过“粤考运安”平台完成驾驶员安全素质专项排查考核及以“五

不两确保”为主要内容的 2021年春运安全文明驾驶宣誓承诺。 

（二）积极部署，广泛动员。由于年初疫情较为紧张，我司

于 1月 27日上午通过微信平台线上召开“2021年春运动员大会”。

此次大会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提出疫情防控、车辆检查、文明行

车的相关要求，提升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培训事故

应急处置，教育司机正确应对交通事故、物料泄漏、火情、人员

受伤等突发事件。会上陈家训经理呼吁驾驶员：握好手中方向盘，

不超速不超载，多一份意识；除隐患强治理严预防，不麻痹不侥

幸，多一份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重点，不松劲不懈怠；多一份

担当。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安全才能行车，安全才能生产，安全

才出效益，安全才能平安过年。 

（三）表彰先进，树立榜样。2月 5日，我司通过微信平台发

表颁奖致辞，表彰嘉奖 2020年度优秀司押人员，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领及激励作用，激励更多司押人员遵章守法，加强责任担

当。 

（四）召开复工安全大会，确保复工安全。2 月 19 日上午，

我司召开节后复工安全大会，学习相关法规，通报近期违章，提

醒复工注意事项，教育全体员工集中精力，落实各自的岗位职责，



41 
 

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安全生产工作，杜绝因人为操

作失误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复产复工安全。 

三、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强化源头管理 

1 月 25 日，安技部牵头开展春运前安全隐患排查，对停车场

消防设施设备、办公场所用电设施、车场车辆安全隐患、消防器

材进行逐一排查，检查出一项隐患问题，于当日落实整改。 

2月 7日—9日，安技部组织开展春运期间（春节前）安全生

产检查，对我司安全生产制度、从业人员证件档案、停车场消防

设备设施、标牌标识、办公场所用电设施、营运车辆证件档案、

技术状况和随车消防器材进行隐患排查，检查出两项隐患问题，

于 2月 9日前落实整改。 

2 月 19 日，开展节后复工安全生产检查，我司邀请茂名石化

医院对复工从业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安技部再次对从业

人员证件、停车场消防设施设备、标牌标识、办公场所用电设施、

营运车辆证件档案、安全技术性能和消防器材开展隐患排查，检

查结果符合安全要求。 

四、开展“谈心谈话”和健康申报，强化岗位责任 

为把牢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与心理健康关，春运期间，我司

安全经理每日通过“粤考运安”平台以文字、音频形式发布出车

前安全叮嘱，分析天气、路况、交通管制等相关信息，提醒驾驶

员合理应对。驾驶员出车前聆听并确认“谈心谈话”内容，申报

当日健康情绪状况。调度员核实驾驶员身心状态符合驾驶要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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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驾驶员参与运输任务。强化了岗位责任，严格落实了网格化

管理。 

五、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主体责任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司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除 2

月 19日上午对复工司押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外，还增配了

防护设备、储备了应急物资，落实疫情排查工作和清洁消毒工作，

引导从业人员采取正确的防控措施。 

六、建立春运值班制度，加强值班值守，完成信息反馈 

春运期间，我司安排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实行 24小时轮班制

度，严格落实车辆动态监控和值班巡逻。值班人员坚守岗位，认

真做好值班和交接班记录。另落实专人负责春运期间的统计和汇

报工作，及时掌握和传递春运动态，为上级领导统筹和决策提供

准确的数据信息，确保了我司春运期间道路运输的安全、畅通。 

        

                                通讯员：许丽 

 

 

稳定危运司机队伍之我见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靠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要依赖

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在国家的

经济发展中起着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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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汽车运输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汽车司机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从建国起直至 2015年之前，汽车司机一直以来都是一

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在普通人看来，汽车司机，特别是危运车司

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报酬丰厚、家境富足。 

但近几年以来，危运司机流动频繁，队伍极其不稳定，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成为多数危运公司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也

引起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关注。 

那么，如何稳定危运司机队伍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了解危运司机的生存现状。只有了解其生存环境，

谈稳定队伍才有意义，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了解内情的人觉得危运

车司机工资高、福利好，但其实个中心酸只有危运司机自己知道。 

一、入行要求高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驾驶牵引车的需取得 A2驾照（驾驶整车

的需取得 B2驾照），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取得经营性

道路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司机从业资格 2 年以上的司机，才有

资格报考危驾从业资格证。只有通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考试，获得危驾从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危运司机的入行

要求比普货运输及客运的都高。 

二、危险系数高，年轻一代做危运司机的意愿不高 

危化品种类繁多、危险系数极高，一旦发生事故极有可能车

毁人亡，我国每年因为危化品车辆事故伤亡的人数都不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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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即使从事了这个行业，考虑到家

庭等原因也选择转行。随着现在社会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年

轻一代都不愿意从事货运行业，更别说开危运车了。 

三、长期活在监控之下，司机心理压力较大 

因为危化品运输危险系数高，运输公司都必须根据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的要求，在车辆驾驶室内安装摄像头用来监控司机在运

输中的操作，司机心理压力较大。 

四、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目前，危运司机的生存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1、工作比较累，社会地位较低。 

2、受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油价攀升、过路过桥费高的影响，

行业利润空间较小，因此收入不高。 

3、国家治理超载的决心和力度较大，而部分司机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因此被执法部门处罚。 

4、高速公路及城市道路的禁行、限行，给司机运输带来了诸

多不便。 

5、线上培训、线上谈心等政府新政策新要求，占用了危运司

机的时间较多，使司机不胜其烦，并且对不尽相同的正常休息造

成较大影响，诱发司机的抱怨较多。 

其次，需要政府、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因为如

何稳定司机队伍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中央政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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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屋建瓴，制定适合全国危运行业的政策、法规和标准，

统筹安排、指引指导全国交通行业的相关工作。 

2、监督地方政府切实按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原意落实各

项政策、法规、标准，防止国家的政策、法规、标准在执行的过

程中走样。如“对一车一品一罐”政策的执行，就有很多地方偏

离了国家的立法原意，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给司机带来了很多

的麻烦。 

3、督促完善全国性政策、法规应该具备的配套设施、条件，

例如规范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停车位设置，确保有足够的危运车停

车位供危运车停放，以避免再次出现危运车司机中途无法休息的

现象。 

二、地方政府层面 

1、在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韩德云代表建

议：“交通主管部门统一设置规范，清理整顿以罚款为目的设立的

电子摄像、抓拍装置”。同理，地方立法、出台政策，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多渠道、多形式征求各方意见，一定要平衡行业管理与行

业生存的现状，一定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不能给人一种

以罚代管的印象。 

2、全面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培训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改变

司机对执法人员的印象。 

3、出于安全的需要，政府加强对危运企业的管理，加强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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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企业以及司机也都予以支持并愿意配合。

但目前有些管理是重复的，需要优化，减少危运企业管理人员，

尤其是司机的抱怨。例如，对于安全培训，省厅要求线上学习，

地方运输主管部门要求线下培训，而线上的学习平台既有粤考运

安，又有安字 1号（而且还要收费），两个平台的功能及作用相近，

建议优化。 

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国家已由微观管理、直接

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间接管理，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

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地方政府应该把

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管得过死、

过严、过细。 

5、交通、交警、应急管理等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就涉及多危

运行业的政策、法规的推进、执行等事情进行充分沟通，达成共

识，不要各有各做法，让企业尤其是让司机无所适从。 

三、危运业界 

1、危运业界需加强沟通，达成共识，避免恶性竞争，确保业

界有合理利润。 

2、全行业一起规范司机入职、离职的流程，改变目前司机随

意变换履职公司的现状。 

3、加强行业自律，全行业一起自觉抵制顶班司机。顶班司机

的存在是司机队伍不稳的另一主要原因。 

4、根据市场行情及人民生活水平调整司机薪酬，应对泥头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7%BB%8F%E6%B5%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B4%BB%E5%8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8%B0%83%E8%8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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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运输业界（泥头车现保底工资 12000元）对 A牌司机的争夺。 

5、虚心向其他运输业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改善危运行

业的管理。 

四、装卸企业 

1、加强服务意识，不能吃、拿、卡、要，不能故意刁难司机。 

2、按正常的操作流程装、卸危运货物，不能故意拖延，不能

迫使司机做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 

五、危运企业 

1、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及时奖勤罚懒、奖优罚差。 

2、建立员工关怀机制，以人为本，真正关怀司机，增强员工

归属感和优越感。 

（1）建立生日慰问制，在员工生日当天送上生日礼物及慰问

金。 

（2）建立婚丧嫁娶拜访制。 

（3）建立婚生病住院慰问制。 

（4）建立司机奖学制，奖励优秀的司机。 

3、提高司机经济福利待遇。 

开危运车有灰色收入，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但随着国家及

企业管理的规范，这部分灰色收入也都锐减，甚至逐渐没有了。

而且，其他运输业界纷纷增加薪酬，危运业提高司机经济福利待

遇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1）建立保障员工合法收益的机制,完善有竞争力的薪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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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制度,根据企业发展和社会大环境及时调整司机薪酬，努力使司

机的薪酬水平在同行中保持较高水平。 

（2）签订劳动合同，按时为司机交纳社保，确保司机能全身

心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 

4、加强安全保障。 

员工对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的安全与否格外关注,安全是影

响员工稳定很重要的因素。公司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加大安全投

入，加大安全培训和检查力度，努力打造安全防范网络体系，保

证员工在生产现场的安全作业，创造稳定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 

5、开展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员工精神生活、文化生活。 

最后，作为当事人司机，需要与时俱进，端正心态 

作为当事人，司机对政府部门、公司的管理举措应该换位思

考，多点理解多点支持，抛弃抵触情绪，调整自己的心态，脚踏

实地，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要稳定危运司机队伍，就必须针对导致司机

队伍不稳定的种种因素，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机制体制入手，

立足当前，放眼长远，不断强化软硬件建设，采取行之有效的得

力措施,努力打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优质平台，稳定队伍、壮

大队伍，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通讯员：胡飘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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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押运员的重要性 
 

“根据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48 条、第 89

条规定：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配备押运员，并保

证所运输的危险品处于押运人员的监控之下；通过道路运输危

险化学品，不配备押运人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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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关于我们危险品运输行业对于押运员配备和押运员

职能的相关法律管理条文，这不仅说明了危险品运输必须要配

备押运员，还说明了押运员在危险品运输过程中的重要性。但

这只是从法律条文中规定出来的，或者令人感到生硬和不理解，

行业内已听闻到一些声音，“都说有没押运都一样，起不了什么

作用，很多都说押运一上车就睡觉”“押运员都是睡觉的！所以

配不配押运员也是没用的，事故一样发生，情节严重的，说不

定会死多一个！”关于在行业内出现关于押运员的声音，难道押

运员真的是没有用吗？ 

纵观其他行业，凡需要配备押运员的有哪些呢？运钞车、

危险品（含爆炸品）运输、武装运输等重要运输都需要配备押

运员，再有和押运员相类似性质的，如再厉害的拉力赛车手也

需要观察员的配合，再顶尖的狙击手也需要一个观察手。危险

品运输如同在路上的移动炸弹，是随时危及人们生命和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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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由此可见，押运员的作用也显得非常重要。 

押运员在车上睡觉等行为，不仅是违反了押运员的岗位职

责，还有可能是导致了事故发生的源头，在危急关头或者在驾

驶员不在状态的时候，没有起到押运员的提醒作用，从而导致

了事故的发生。所以行业内的一些声音只是单一现象，再看看

关于押运员的一些岗位职责： 

一、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熟练掌握各种危险化学物品

性能，坚决执行公司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持证上岗。 

  三、危货车辆装车之前，押运员必须查验车辆相关状况及手

续，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运输安全规定要求，方可准许装货。 

  四、输送危爆物品时，押运员必须会同司机、发货员当场清

点应数量。掌握所押运危险品性质、危害特性以及包装容器的使

用特性。   

 五、押运员必须监督检查货物装配种类，严禁性质相抵触的爆

破器材混装、混运。 

  六、押运员必须现场监督装载爆炸物品人员，应要求按规定

装卸，不懂安全常识和不持装卸证的人，不准装卸爆破器材。 

  七、运输途中，押运员要督促驾驶员限速行驶，保持车距。

途中停歇时，要远离建筑设施和人烟稠密的地方，并有专人看管，

保证化学危险品运输途中万无一失，安全到达。 

  八、如因运输路途较远，需在途中吃饭，严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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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因押运员失职，造成危险物品被盗、丢失或损坏，由押

运员负全部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十、运输爆炸物品应凭有效证件（含出厂证、营运证、驾驶

押韵资格证等）进行运输。 

    十一;在危险化学品运输押运过程中，如发生交通事故或发生

被盗、丢失、泄露等情况时，应及时向单位有关领导报告，同时

向当地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环保、质检部门报

告，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警示措施。坚决制止驾驶员将车辆驶入危

险化学品车辆禁止通行的区域。 

以上只是简单陈列说明押运员的岗位职责，在岗位职责里面

有详细说明了押运员的工作内容，押运员的作用不仅仅是对驾驶

员以及驾驶行为，还要对货物、对路线、对运输条件、对车况等

内容的监管负责任，所以押运员的重要性，不可被忽视。 

“3 月 19 日上午，湖南宜章大队民警在京港澳高速小塘入

省公安检查站对危化品车开展检查时，发现一台鄂 E 号牌、一

台湘 F 号牌的危化品车副驾驶座上的张某、李某都未取得押运

员资格。案件已移交宜章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处理，张某、李某

分别被处以 10000 元罚款。”政府相关部门对该违法行为也是严

惩不贷，那些还存在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而不配备押运员的侥幸

行为，真的要认真深刻去反省了，巨额罚款算小事，要遇上介

质泄漏、起火、爆炸导致群死群伤等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

事情，严重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要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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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底线，坚守生命红线，不能抱有侥幸心态。 

对于未能履行岗位职责的人员，必须要加强培训教育，持

证上岗，完善人员档案，完善及加强岗位人员的监管记录表，

同时，加强车辆 GPS 监控的管理力度，形成“公司 GPS 监控—

押运员—车辆移动状态”的闭环管理，从而突出押运员的重要

性，发挥押运员的最大作用。 

                        

                    通讯员：谢 达 

 

 

 

驾驶员常见职业病及预防方法 

 

司机在长期驾驶过程中，受到振动、噪声、高温、汽油、一氧化碳以

及强制的不良体位等有害因素的影响，可发生多种职业病或与职

业有关的疾病。  

一、因振动导致的疾病  

机动车在发动、行驶时，都在不停地振动。司机的全身尤

其手脚受到的振动较大。开车时间一长，手部末梢血管和肌肉可产生

痉挛，表现为手麻、手痛、手胀、手凉等症状，严重时还可引起手腕及

手指关节的骨质增生，甚至关节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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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司机座位应该用弹簧、海绵座垫制成。开车时

应戴松软手套，减少手与机器手柄和方向盘的直接接触。当道

路凹凸不平时，应减速行驶，以减少全身振动。 

二、因噪声导致的疾病 

机动车发动机运转、汽车喇叭、所载物体的振动等，可产

生不同强度的噪声。部分机动车驾驶室内噪声强度超过规定

标准，在某些地区环境的噪声也非常严重。死机长期在噪声的

“轰击”下，易产生听力损伤导致噪声性耳聋。早期多在开车

之后出现听力下降，如不开车，听力又逐渐恢复。但长期开车，

反复接触强噪声，就会造成听力明显损害，且不能完全恢复，

导致双侧不可逆性耳聋。  

解决办法：一般而言，高音喇叭的噪声对人的听力危害较大，

因此应使用低音喇叭。开车时播放音乐，音量不宜过大，以减少

噪声对人体的影响。司机在开车时，可戴防噪声耳塞，这是防止

噪声性耳聋简单易行的保健措施。 

三、视力疲劳病症 

司机在开车时，眼睛时刻都要注视路面的车辆和行人。倘

若汽车的挡风玻璃质量粗糙，或高低不平，厚薄不一，便可直

接影响司机的视力，导致视力疲劳综合症，即在开车过程中，出

现头晕、视物模糊、两眼胀痛等症状。 

解决办法：由于质量差的挡风玻璃是造成视力疲劳综合症

的主因，因此，要选用质量上乘的挡风玻璃。此外，长途行车时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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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当休息，防止视力过度疲劳。司机在休息时，应抓紧时间擦干净挡

风玻璃上的灰尘。有些司机看完电视立即开车，殊不知，这样

开车对视力的损害非常大。研究发现：在暗光下看电视，荧光

屏上强烈的闪烁，会引起人体内维生素 A 含量的暂时性下降，使

人的视觉迟钝，辨色能力减弱，视力下降。倘若连续看电视一小时，视力

须经过 30 分钟才能恢复正常。如果看电视两三个小时，视力恢

复的时间就更长。因此，司机看完电视不宜立即开车。 

四、颈椎疾病 

司机开车时始终注视着一个方向，容易导致颈部肌肉痉挛，

可使颈椎间关节处于一个不正常的位置，发生颈椎微错位，压

迫、刺激神经，出现头部、肩部、上肢等处疼痛、发胀，颈部

肌肉痉挛等症状。  

解决办法：在开车空隙经常活动四肢，尤其要活动颈部，

头部向左、右旋转各数十次，可预防颈椎病。  

五、其他职业病  

此外，长期开车精神紧张，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另外，

长期饮食无规律，饮食不当，容易患胃病，如急、慢性胃炎，胃和十

二指肠溃疡等；驾驶室安装空调的汽车，若长时间使用空调而不开窗换

气，可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解决办法：不要空腹开车。当司机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下，

体内血糖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头晕眼花、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

中，容易诱发事故。多食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特别是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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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饭后应休息 20－30分钟再开车，以利于消化系统正常工作。

此外，睡眠时间要充足，心情要开朗乐观，定期进行体检。

司机每年应进行一次职业性体检，以便早期发现与职业有关的疾

病，及时治疗处理。倘若发现禁忌开车的情况，如明显的听

觉器官、心血管、神经系统器质性疾患和色盲等疾病患者，均不

宜从事机动车驾驶工作。 

通讯员：陈海梅 

 

 

陕西镇安危爆运输车爆炸致 7死案宣判： 

货运公司科长获刑 
 

 

北京头条客户端 12 月 17日消息，2018 年 4 月，陕西省镇安

县月河镇菩萨殿村一危爆运输车辆发生爆炸，事故共造成 7 人死

亡，多人受伤。后经调查认定，危货配送车违规混装炸药和雷管，

另两辆车违规倒装炸药作业过程中，静电集聚或车辆漏电引起电

雷管起爆，进而引发运输车辆装载的炸药发生爆炸。12 月 17 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日前公布了该案的一审判

决书，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危险品肇事罪判处涉事货运

公司一科长吴某有期徒刑 8个月。 

北京头条客户端 图 31 岁的吴某案发前是陕西省渭南市某货

运有限责任公司安技科科长，系公司直接负责安全技术监督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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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2018年 4月 10日 23时 50分左右，陕西

省镇安县月河镇菩萨殿村一危爆运输车辆发生爆炸。事故车辆是

装有 5.28吨乳化炸药的危爆运输车。事故当场造成 7人死亡，多

人受伤。 

后该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报告认定，爆炸发生的直接原

因是危货配送车违规混装炸药和雷管，另外两辆车违规倒装炸药

作业过程中，静电集聚或车辆漏电引起电雷管起爆，进而引发运

输车辆装载的炸药发生爆炸。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安全教育

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和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等是事故发生的间接

原因。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 4月 10日，河南省信阳市某集团货运

有限责任公司挂靠人赵某驾驶危运车和没有资质的押运员付某，

从河南省固始县某化工有限公司给陕西某爆破工程公司月河城安

项目部炸药库运输乳化炸药，当日 23 时 01 分，该危运车进入月

河炸药库区，23时 34分该车驶出库区，违规在库区门外先后给属

爆破公司所有挂靠在渭南市某货运公司的两辆危运车，在 3 车辆

未熄火、工作人员未着防静电服情况下卸装炸药，一辆危运车卸

装 22箱炸药离开后，在另一辆危运车上同时装有雷管、炸药的情

况下卸装第二箱炸药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 7人死亡、7人受伤和

财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的重大安全事故。 

经调查分析鉴定该爆炸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危运车辆违反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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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雷管不能同车运输的管理规定，将炸药和雷管混装一车内；

在搬运炸药时车辆均未熄火，可能存在漏电使车厢车体带电导致

电雷管爆炸，同时引起炸药爆炸；搬运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穿戴防

静电服、鞋工作和劳保护具，操作可能产生静电，运输车辆未能

可靠接地形成静电泄放，静电积累引起的电雷管爆炸。 

事发后，吴某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案发后，陕西某爆破工程公司分别对各被害人及家属人

身和财产损失均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谅解。在提起公诉阶段，

被告人吴某自愿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 

法院认为，吴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安全技术监督责任人，违

反国家对爆炸性物品的运输管理规定，以致在运输过程中因违规

操作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 7 人死亡、1 人重伤、2 人轻伤、4

人轻微伤及财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依

法应惩处。 

在该起爆炸安全事故中，吴某作为安技科科长，未认真履行

安全管理岗位职责，对爆破公司存在雷管、炸药混装及司机王某

（亡者）未经安全培训，工作人员不按规定着防静电服，未使用

完的雷管没有及时入库等重大安全隐患监管失职，对挂靠公司的

危运车辆及安全生产监管不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发生

重大事故，对该起事故负有严重监管责任。 

法院一审以吴某犯危险物品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8 个月。                         

张国容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