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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标准分类 
     1.1 中国的法律体系 
               1.1·1 按法律的部门分类有七类： 
                         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1.1·2  按法的等级分： 
                         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主席令发布） 
                         行政法规（国务院通过，总理令） 
                         地方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 
                         规章（部委通过，部长令发布）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1.1·2 按法的等级分： 
                ◆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主席令发布）    
                  ◆行政法规（国务院通过，总理令） 
                  ◆地方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 
                  ◆规章（部委通过，部长令发布） 
             

                                 
 
     

                   

                   
    



    1.2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法律制度所属法律部门与等级  
        1·2·1 分属部门 
                      ◆刑法       
                      ◆民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1·2·2 分属等级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法规 
                      ◆规章 

 
 



         1.3 标准分类 
             1.3.1  按制定主体划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1.3.2  按效力划分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2. 中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法律制度 
         2.1  刑法 
                  2.1.1  危险驾驶罪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 
               并处罚金：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 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2.1.2  危险物品肇事罪  

                  第一百三十六条【危险物品肇事罪】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 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发生重大 
         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2  民法商法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零七条 托运人托运 
                 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对危险物品妥善包装， 
        作出危险物标志和标签，并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性质和 
        防范措施的书面材料提交承运人。 
          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也可以 
        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 
        承担。 
              





          

            2.2.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2.3 行政法 
           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 
               化学物品以及剧毒、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应当经公 
               安机关批准后，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2.3.2  其他 
 

 





       
       2.4  经济法   

               危险货物运输的经济管理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地方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2.4.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主要规定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的资质 

         条件、许可程序、经营行为规范。 
                  

        





    

       第二十三条    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5辆以上经检测合格的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设备； 

        （二）有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上岗 

资格证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三）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配有必要的通讯工具;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七十九条  从事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的，应当遵守本条例有关规定。 

         



 
2.4.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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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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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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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进出口、运 
输、爆破作业和储存以及硝酸铵的销售、购买，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民用爆炸物品，是指用于非军事目的、列入 
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的各类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和雷管、导 
火索等点火、起爆器材。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由国务院国 
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订、公布。 
 
        



         第四条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

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交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

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2.4.4《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条 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适用 
本条例。本条例所称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 
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部门

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和进出

口检验。 

         第五条    公安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

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2.4.5《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放射性物品，是指含有放射性

核素，并且其活度和比活度均高于国家规定的豁免值

的物品。 

          



         第四条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实施管理。 

国务院公安、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和各自的职责，负责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运输等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本 

条例规定和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条    托运人或者承运人在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中，有违反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行为的，由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有关主管部 

门依法予以处罚。 

 

  



 2.4.6《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

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

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 

          



   第二十四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门、国务院铁路部门的

有关规定；通过道路或者水路运输燃气的，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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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危险货物水

路运输许可。 



2.5  社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3. 中国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标准 
    3.1 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有关的标准 
    3.2 与罐体有关的标准 
    3.3 专用车辆标志与作业标准 

  



                       结束语 

         按照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是建立“四个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目前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

保障安全奠定了立法基础；正在进行建设的是实施体系、监督体系、保障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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