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安监 〔⒛18〕 101号

转发关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 ·彡”

闪爆事故通报的通知

各县 (市 、区)安全监管局 (环保和安全监管局):

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5· 12” 闪爆事故的

通报》 (粤安监管三 (⒛ 18)1o号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落实。各县 (市 、区)要结合辖区实际,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
一反三,结合 《关于印发 〈揭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彳

动方案)的通知》 (揭 安监 (⒛ 18)75号 )的部署,保持监管

高压态势,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严格执行
“三个一律

”,督

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深 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大检查,并切实做好夏季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请迅速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并

督促抓好贯彻落实。请各县 (市 、区)结 合揭安监 (⒛ 18)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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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结报市安全监管局危化科 (联系电 及传真:8768299)。

揭阳市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揭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2—

⒛18年 6月 4日 印发



安监管三 (⒛ 18)10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应急管理部
办公厅关于中石化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 △尸 闪爆事故的通报

称 《通报》)转发给你们,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

露出的突出问题,集 中力量,狠抓落 ,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 工作。要认真对照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

患问题,要切实落实隐患整改
“五落实

”
、
“五到位

”
。凡是生 储

依规予以上限处罚并   顿。

二、强化主体责任落实,狠抓检维修、特殊作业、变更和承包

商管理

训,严格按照《化学品生   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

确认和作业许可审批;对所有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动

过 管理要素要求,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变更管理制度,全面辨识

队伍 (承包商)的 资质审查、施工方 审查、教育培训、现场监督



力的人员负责检维修全过程现场监护 ,坚决杜绝层层转包和
“
以包

代管
”
,确保各项规定执 落实到位。

三、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

各级安全监 部门要加强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监

四、认真做好夏季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常安全管理,严 防放松思想、降低要求赶工期、迫抢  。

请迅速将本通报转发至所辖备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各化工、危险



任公司
“
5· 12” 闪爆事故的通 艮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蔡 汉 悦 ,02o-8313539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⒛18年 5月 30日 印发

角度人;蔡汉悦 打 字 : 02



附件

应 厅E2Ql⒄ 砝号

腔戆黉囔部办公厅类于中犭化上搬餮科

柝油化I有限贾仟公 lw^l“ 5· 12”闪 攀故的邋锒

瀚关 央企业 :

瘸限公司《以下鞲称上海堠金斜公司Ⅺ 名现场作业人员死亡呛这

超攀故换失惨重,影 响恶劣,教 训深刻。为深刻吸取有关攀故敬

训 防々止类似攀故再次发生,现将有关慵况通报要求如下 :

-、裘救豳本槽况

¨̈  l ¨



有鼷公阃(筒 称中圆石化公司》、中国石化上 石赭化孟 赞 /^S冁

讼司(髑 称上海石化公司)、 中圃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Jl璩 髁公司

出资戚立的有隈髯任公司;其搋身是由英邋 Bp公囝、中邋石毗公

司和上淹石化公司合资组建,20r年 lO月 巢国 BP/Ak固 篼奎遇

⒃ 万吨/轷 攀乙烯、sO万 吨/年 蛏等大型仳工簸邋仑

上 埃金斜公司威立于 20θ硪年 8周 9位 于土海审
·
化蝉王业

裘鼹捡维 作业服务。

日,对该苯罅倒空作业并加甯扳隅蔼,鼷 罐、氮甑鹱援笠 5月 1臼 。

损坏慵况 ,发 飒约 1/硅 浮盘浮 存在积液。5月 8日 ,上 潞 斜公

馥瑕液 ,浃腱新臃更换浮盘浮箱¤5月 9日 ,⊥ 海 螽噼诠司将疑

有欹蔽蜘浮箱全鄱打孔 >并 将积液用蘖摔蛮菸~苯髂冬5月 10椤

公司安排 8名 镩业人鼠邋蠖作业《英屮,6人蓰鳢内,1人在瞰外邃

舒撄受浮箱的传 出作业、l人 在罐外监护》,另 有 l名 玺海饕科公



司 作人员在罐铃对作业实施监护,15时 弼 分左右蠛内发生闪

患火涿裂发 故。详细原因上海帘安金监管局正在组织进一扩调

登。

二、藜故辗裰出的主娶闷题

失、絷业 瑷缺位、瀵视鎏大危险源管理、特蛛作业管瑷流于彩式、

违觏违黧严兹等突出问趣ε一是安全风险意识整、能力不足,安金

凤睑辨识评估不金雨、不到位。摹故企业和慈包蒴均菠有对 罐

楹缍修 业谶行全面深入细致的安全风险评估。W5-TK-0201

蔟 艨糁施工方案》(以 下简称施工方案),虽 燃识别了苯的箨害特
,p~稗 泄 风险9色 没有识剧蒸的易燃易爆将性和苯罐受限空间内

的爨炸风险。三是特辣作业管瑷不刭位。施互方簌舰走 用防爝

冁具和瓴/fR工 具 ,伛现场作业人员使硐镧 歃手和非防 龟钴,受

邋行了检浏。三蹙变更赞理缺失@在确认浮盘浮辅无修复价傻、

决腱更换且簿辎戤瞥有大邋綦时,原 施工内容和环掩己发生了重

大变/lt” 程施工方案却浪有进行调鲞,没有遘衔新的风险辨识和增

洳风险管控搽施。四是对承包商罅理不到位。上海赛科余司对承

柄¨   ♂  ¨ˉ̂



足监护要求。五是瑰场作业人蘸逮率作业。承龟裔镩搜入翼飚鼢

化学品赍全知识匮乏 ,现 场发现有拖拽浮箱蔌其变鼷娥 、用非醣

播工奚溅破浮箱导出苯蜮液等作业痕迹。六是溅桃喀穴焦险漯管

理 仓

三、有笑要球                皙

今牟以来 ,已 连续发生新疆吐篝番恒泽鲽化公司凫 ·24羚 闪

燃、天津渤靴永利化工公司瓴 ·26” 中鞲鳖息、上晦赛科公躅

飞 。l圹 闪 等 5翅较大事故,共遴戚扭 人觅亡,阔 比较大蔡敞超

上升 1起 、死亡人数籀加 6人 ,形 势侬然复杂。

(一冫严格落窦企业安佥生产宝傣责任 ,加 强允险'鼷 攀舄罐区

揩殊镩韭嬖全凤险辨识和管控。相关化工、飚险化攀撼金磁爨

圃树立红线慈识,落 实主体责任 ,深 刻吸取适年亵飚腱化蟀龋 区

和将殊作业环节率故教训Ⅱ强化内浮顶罐捡修的风鼢擗镢与管控

措巍 ,充 分认识进入受限空间、动火竿将殊作业涟程漪霪大安奎风

险,对所有掬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动火、遴入受隈整间

作业全鄯进衔升貘管理,分 管  人必须亲自簸镢蹄魏黼作业安

位辚琳傩业安全规范》”严格执行雒业粟审批制度”查笛邋婿安

风险瓣识分拼,严格科学检测受限空间玎燃气体浓 、瘸簿气雠浓

-ˉ  訾 ¨



簸、躐畲蠹 ,切 舆藩实各顼 1/l范 措飚,强 仳金过程监控。

(二》加强变更过堠安全嗲理。糊关企业婺接照化工逮程蟹理

变趸带柬蚴风瀚。 ェ艺、设备、材料、化学晶、公用工程、生产级

织方式、人曼和承龟 等方面发圭变牝时,企 业耦要蚋入睫燹嗲

理”并分析可能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采取消除和控l|l安  风险的

织专业人最遘行审核和确认检赘 9确 倮变更奥备安全条件。

来发生 5翅 较大化工豢故申有 4起 涉及承包 。业主企业要严格

承包商资质审攮 ,加 强承包商员王塘训,所 有作业人员必须堵训合

格方可上潮操作G要严格对承包商施工方寝的安全审鳌 ,同 时娶

锹好拂业安全交愿 ,并 安摊翼备监护能力的入员蔌赍检缫碜全

程篾 监 。要加强对危险化学。’,罐 区榆维 发包、暴包鬻璎 ,不

得将飚险化学品罐区等危险场所检维碜工摧辘目捷包给不具备相

应睽蕨的施王单位 ,坚 决杜绝层层转包和
“
以包代管弋

《四)切 实藩实政府监管贵任,加 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地方

各鳜安奎监管都门龟括各化王圆区安全监管机构要伽强对化工圊

区内动火、进入受隈奎闾筝特殊作业监管,有 条伴的可以聘请第三

方钒构对金业 殊作业夹飚专业化服务,确 保将殊柞业安全9要

认 对照《化工和危险化学晶生产经鲎萆位鳌大生尸L安 全臻故蟪



骧灾辔性天气、自然爽瘳预报预擎 ,攮前制定纂取有敲鳓陟蘧虚对

擒施 ,认翼 好魑险化学晶企业夏季和汛期安金整笋工蹿◇遘入

各化工η飚险化学晶企业要针对翼季和汛期安全盥产辚点。深入开

展安全风险瓣识管控和隐懑摊鲞治理 ,獗 化日潜安佥嗲邂 ,镳 曝安

头”切实罐护职工群众生命财 安全和钍会稳定。

瀹邋遽将米邋报砖逑Fll耱 区内各级安全盥曹嘟猢和所宥僦ェ

及飚险化学。’。企业 ,并 切实 促掇妤贯彻落实。

。灬
 0 ¨ˉ



(僖 扌公开形武 :圭 动公舞 )

臌急鬻毽娜办公厅 ⒛ 18年 、月 22日 印发

簸崧人‘菝觊糠      电话 ,汹璐4016        共印 8o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