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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机构及职责 
“多部门监管、相互配合、密切协作” 

危险
货物 

交通部门：危险货物道路、
水路运输的监管 
铁路部门：危险货物铁路
运输的监管 
民航部门：危险货物航空
运输的监管 
邮政部门：查处寄递危险
化学品 

安监部门：综合监管 

公安机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质检部门：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
物、容器的监督 

环保部门：环境管理 

卫生部门：医疗卫生救援 

工商行政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核安全监管部门：核与辐射安全
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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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系会议 
 

•2007年成立，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 
•安全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监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资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环保总局、民航局、国家铁路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总工会等16个部门组成，
安全监管总局为牵头单位 
•审议各有关部门提出的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建议，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和督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机构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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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交通部门对道路危险货物的监管主要是“三关一监督” 
•企业的资质关 
•车辆的技术关 
•人员的资格关 
•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监督检查 
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各环节的监管 
•分类 
•托运 
•承运 
•装卸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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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 
 

•企业监控、政府监管、联网联控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对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和驾驶员运行过程进行实时监
控和管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出厂前应当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监控平台应当接入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配备专职监控人员，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
设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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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 
 

•防止危险货物运输中出现超速、疲劳驾驶和不按路线行驶的行为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系统记录的交通违法信息
作为执法依据，依法查处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可以
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和复制有关材料。发生交通事故的，道路运
输企业应如实提供肇事车辆动态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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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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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数据： 
•车辆行驶的动态信息 
•企业、驾驶人员、车辆
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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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 
 

•2015年起，在北京、江苏、浙江、四川、重庆、陕西试点 
•管理部门监督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解决企业
对所属车辆及人员“监而不控”、“挂而不管”的问题 
•能够促进落实托运人源头责任，打击违法托运行为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业务过程数据、卫星定位数据、运政数据等进行综合分析，
实现静态管理与动态监管的紧密结合 
•一旦发生事故，承运人和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参照电子运单列明的信息进行决策
和救援，有利于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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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总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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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预计到达日期
单位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 联系电话
车牌号码 车牌号码
道路运输证号 道路运输证号
姓名 姓名
从业资格证号 从业资格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合国编号 危险货物名称 类/项别 包装类别 规格

运输注意事项：

应急处置措施：

托运方声明：  

装载完成声明：  

承运方声明：  

装货日期

   以上危险货物信息真实、完整；有关危险货物的分类、包装、标记及相关操作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负责人签字：              日期：

   以上危险货物已装载完成；货物包装完好，装载操作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负责人签字：               日期：

   承诺在运输过程中遵守《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等
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负责人签字：              日期：

运单编号：

托运方 收货方

装货地点 运输目的地

数量（吨/立方）

承运方
车辆信息 挂车信息

驾驶员 押运员

货物信息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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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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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可通过计算机、手机APP软件等方式，填写电子运单信息。
运输企业在生成电子运单之前，必须通过企业端软件对电子运单的内容进行自检。
自检不通过，不能生成电子运单，不能出车。自检的主要内容包括：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是否正常运行； 
•上次运输任务期间（或上周）车辆运行轨迹是否正常； 
•车辆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是否与承运货物相符；车辆是否按期二维、年审等； 
•驾驶员、押运员是否具备有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等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应在自检通过后，实时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信息
（包括更新信息）上传到管理部门系统，并打印纸质单据或写入IC卡。 
 

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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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 
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 监督检查：在路检路查、户检户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通过输入单据号码、扫
描纸质单据二维码或读IC卡等方式，对企业规范填写、使用和上传电子运单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从业人员诚信管理：以驾驶员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运单自动累计）、行车事
故、经营违章等数据指标为重点，建立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信用管理体系，
并及时向社会发布。 

• 与车辆动态监控信息比对分析：通过对运输企业填写的电子运单与卫星定位
数据比对分析，有效识别未按规定使用运单（有卫星定位数据无运单数据）、
车辆非正常不在线（有运单数据无卫星定位数据）等违规行为，为开展有针
对性的监督检查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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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 
道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 危险货物统计分析：对危险货物种类、数量、分布、流向等进行统计分析，
以便开展有针对性的从业人员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 

• 分类评估：按照红（问题严重）、黄（有一定问题）、绿（安全管理良好）
的分类评估方法，对违法行为及违法企业进行分类监管。 

• 跨省交换：将目的地为外省的危险货物运输运单上传到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平
台，各省通过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平台实现跨区域电子运单信息共享查询。 

• 数据上报：按照统一数据标准格式，系统定期自动将各省相关统计数据（如
运单数量，货物流量流向等）上报给部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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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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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港口建设项目安全审查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通过，港口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建设单位在申请安全条件审查前，应当对港口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并
应当委托具有法律法规规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该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在安全条件审查过程中要有海事管理机构参加并听取有关部
门的意见，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审查决定 
•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并在港口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审批中进行审查。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应当在竣工验收前与主体工程同时建
成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专项验收。未经验收合格，不得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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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管理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 
 
 

•危险货物港口装卸、过驳作业 

船舶 
申报 

海事管理机构 
通报 

港口行政管理机构 

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 
报告 

港口行政管理机构 
通报 

海事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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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江苏省港口安全监管与应急管理信息系统 
•经营人信息模块：港口经营人、人员、管理制度、安全设施设备等信息。  
•安全审批模块：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专项验收的申报和审批
管理，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的申请、变更、换证和年审管理，港口危险货
物的作业申报与管理。  
•安全备案模块：安全评价机构备案与查询；港口安全评价报告、港口重大危险
源档案信息、港口重大隐患信息、应急预案的备案管理。  
•自查与督察管理：港口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安全问题隐患记录和问题整改。  
•应急模块：基于GIS平台的重大危险源分布；应急预案、应急资源信息管理；应
急培训和应急演练的通知发布、情况记录；事故的记录、统计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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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港口危险货物通航安全管理 
•在船舶交通管理（VTS）中心控制的水域，船舶应当按照规定向交通管理（VTS）
中心报告，并接受该中心海事执法人员的指令。对报告进入船舶交通管理（VTS）
中心控制水域的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进行标注和跟踪，发现
违规航行、停泊、作业的，或者认为可能影响其他船舶安全的，海事管理机构应
当及时发出警告，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 
•载运散装液体危险性货物的船舶在港口水域外从事海上危险货物过驳作业，应
当由船舶或者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依法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批准。船舶
从事水上危险货物过驳作业的水域，由海事管理机构发布航行警告或者航行通告
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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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方式和数据采集 

AIS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ais.msa.
gov.cn/hsj/portal/ai
s_cbxx.page 

数据： 
•船舶信息 
•危险货物信息 
•航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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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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