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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T/CPCIF XXXX《责任关怀实施细则》的第6部分。T/CPCIF XXXX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 1部分：社区认知和应急响应

——第 2部分：储运安全

——第 3部分：工艺安全

——第 4部分：污染防治

——第 5部分：职业健康安全

——第 6部分：产品安全管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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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是全球化学工业的自发性行动，旨在持续改进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的

安全管理，在环境、健康、安全和安保方面取得卓越成效，是石油和化工企业关爱员工、关爱社会、履

行社会责任、树立自身形象的科学发展理念。

2011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制了《责任关怀实施准则》

（HG/4184），该标准也是目前唯一的责任关怀标准，为在石油和化工行业传播责任关怀理念，指导开

展责任关怀工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标准发布实施 10 年来，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环境保护的

要求日益提高，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不断更新与变化，《责任关怀实施准则》的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适

用当前的要求；同时随着责任工作近些年的持续开展，全行业对责任关怀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亟需对原有标准进行完善、细化与拓展，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

为此，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决定对标准进行修订，并构建 1+6+X 的责任关怀标准体系，其中，“1”

为《责任关怀实施准则》（HG/4184-2011）行业标准；“6”代表责任关怀实施细则的 6 个部分：分别

为社区认知与应急响应、储运安全、工艺安全、污染防治、职业健康安全和产品安全管理，也即六项实

施细则团标；“X”为除六项实施细则之外的团体标准，如化工园区责任关怀实施指南、安全可控环境

友好型炼油企业责任关怀实施指南、责任关怀实训基地建设导则等团体标准等。

责任关怀实施细则的六个部分是针对 HG/T4184《责任关怀实施准则》中的六项实施准则，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等的变化，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完善、细化与拓展，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以更有效的指

导行业企业实施责任关怀各项准则。

本文件是 T/CPCIF XXXX《责任关怀实施细则》的第 6 部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等的变化，

对《责任关怀实施准则》（HG/T4184）中的产品安全管理实施准则进行了调整、完善、细化并拓展，使

其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内潜在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等风险的管理更加全面、更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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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实施责任关怀的化工企业在产品安全管理过程中应遵守的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化学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废弃物处置等生产活动并承诺实

施责任关怀企业的产品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30000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AQ 3047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志规范

HG/T 4184 责任关怀实施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HG/T 41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责任关怀 responsible care

全球化学工业自愿发起的关于健康、安全和环境（HSE）等方面不断改善绩效的行动。该行动是基

于持续改进和开放的理念，以回应利益相关方对石油化工行业的关注，提高其认知和参与水平。

3.2

产品安全管理 product safety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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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和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控制并最大程度地减少

化学品可能引起的对安全、健康以及环境等所有可能的安全风险和不利影响的管理措施，是责任关怀的

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产品信息管理、法规符合性评估、风险评估和管控、危害信息传递、相关方管理等

内容。

3.3

危险化学品 hazardous chemicals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

学品。包括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和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但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化学品。

3.4

危险货物 dangerous goods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使用和处

置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

3.5

供应链 supply chain

制造和销售化学品的整个过程，包括原料采购、产品制造、分发和销售的每个阶段。

3.6

供应商 supplier

为企业提供原料、设备设施及其服务的外部个人或团体。

3.7

分销商 distributor

专门从事将产品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的活动的机构和人员。

3.8

承包商 contractor

在企业的作业现场，按照双方协定的要求、期限及条件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个人或团体。

3.9

合同制造商 contract manufacturer

与委托企业签订合同，只负责产品生产，不负责产品设计、销售等的生产企业。

3.10

下游用户 downstream user

购买化学品并将其用于工业或专业活动的个人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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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暴露评估 exposure assessment

测量或估计接触环境介质中化学品的水平、频率、持续时间对暴露人群的影响。

4 领导与承诺

4.1 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应保证对产品安全管理的目标、组织机构、职责权限、制度、能力、意识教育

等进行策划和实施形成文件化的承诺。

4.2 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应提供实施和维护产品安全管理所需的资源，包括资金和人力资源，推动持续

改进。

4.3 企业最高管理层应推动企业建立良好的产品安全管理文化，鼓励公开提出问题、发现改进的机会，

提高企业整体产品安全管理水平。

4.4 企业最高管理层应推动各级管理层去实现其对监督和持续改进产品安全绩效的承诺。

5 职责与权限

5.1 企业应设置产品安全管理组织，明确领导层、各级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劳务派遣人员、承包商

等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应承担的产品安全职责。

5.2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应根据企业的战略愿景和业务范围，识别适用的化学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按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确保公司的化学品法规合规性。

5.3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应负责化学品全生命周期所有相关阶段的合规管理；负责供应商、分

销商、下游用户、消费者等的化学品安全培训和使用指导。

5.4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应建立企业的化学品档案，进行化学品危害识别、风险评估、编制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以下简称“一书一签”）、完成化学品登记等。

5.5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应根据化学品风险管理的原则，采用分级管理策略，制定基于风险等

级的产品安全管理流程和措施。

5.6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应制定全员产品安全管理的培训计划，组织并实施培训。

5.7 产品安全管理部门或负责人按工作流程建立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分阶段工作指南见附录 A。

6 教育与培训

6.1 企业应建立产品安全管理教育与培训的规章制度，并对其定期评价。

6.2 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根据工作岗位的不同要求，对员工进行危险识别、风险评估、产品标识

与危害、安全使用和控制措施、消防与急救、废弃处置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6.3 企业引入新化学品、发现化学品新的危害特性或新的应用、采用新工艺和工艺发生变更等，应及时

对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培训。

6.4企业应对承包商、供应商、来访人员进行教育与培训。

7 合规性管理

7.1 企业应建立获取、识别和响应适用于化学品（包括生产或贸易的产品，中间体和获取的原料和试

剂）的产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其它要求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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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企业应及时收集汇总影响本行业、企业、产品的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收集的途

径包括：政府管理部门网站、本行业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网站、第三方法规数据库、咨询机构等。部分

产品管理法律法规及化学品目录可参照附录 B。

7.3 企业应对适用法规内容进行逐条识别，完成法规适用性评估，明确相关管理要求。

7.4 企业应根据法规适用性评估的结果，制定并实施合规响应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应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登记、备案等；

b) 企业应将合规要求纳入企业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规程；

c) 企业宜建立禁限用化学品清单，将相关管控要求融入原料采购、产品研发和生产等过程中。

7.5 企业应定期检查合规响应方案的适用性和符合性。

8 产品信息管理

8.1 数据收集

8.1.1 企业应对化学品进行普查，包括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建立化学品清单。

8.1.2 企业应对化学品的理化特性、毒理、生态数据及产品用途进行收集，收集途径包括但不限于：

a) 相关方数据：收集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安全、用途、产品认证、检测鉴定报告、“一书一签”
、客户反馈等信息。危害信息收集模版见附录 C。

b) 常用数据库：推荐数据源见附录 D。

c) 事故事件案例：在生产使用化学品过程中，从事故事件案例中获得的化学品危害信息。

8.1.3 企业应对危险性不明的化学品进行鉴定和分类。

8.2 建立危险化学品档案

8.2.1 企业应针对危险化学品建立管理档案，非危险化学品可参照执行。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化学品名称，包括别名、英文名、CAS 号、组分信息等；

b) 危险性分类、危险货物分类、包装类别、登记号；

c) 化学品理化特性、毒性、生态影响及用途；

d) 生产、存储、使用地点和数量；

e) 安全保护措施；

f) 消防注意事项；

g) “一书一签”。

8.2.2 企业宜建立化学品管理工具，可实时调取化学品安全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8.3 化学品分级管理

8.3.1 企业应根据化学品清单和危害信息，基于风险识别的结果对化学品进行分级管理。

8.3.2 对剧毒、易制毒、易制爆、重点监管、特别管控、优先控制的化学品进行重点管理。

9 风险管理

9.1 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措施。

9.2 企业应基于化学品的危害因素和可能的暴露状况进行风险评估。危害因素包括理化数据、健康数

据和生态数据，暴露指生产、专业使用和消费者使用过程中人体和环境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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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企业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风险管控措施。风险管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消除。在原辅材料的选择或实验试剂的使用中，尽量避免使用高危害的化学品，减少或消除暴

露可能性。

b) 减少。在原辅材料的选择或实验试剂的使用中，尽量减少使用高危害的化学品，或者采取合理

的防护措施减少暴露可能性。

c) 改进工艺。通过改善生产工艺，在产品中减少或者完全消除高危害化学品组分。

d) 工程控制。使用工程控制的方法降低可能的暴露从而控制风险。包括严格控制工程条件，在封

闭系统中安全操作化学品，降低高危害化学品在环境中的排放等。

e) 管理控制。通过加强管理减少高危害化学品对从业人员和环境的暴露。包括培训员工和客户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提高个人安全防护措施，限制化学品的用途等。

f) 替代。鼓励研究和发展可替代的化学品，从源头上对高危害化学品进行替换。

9.4 企业应定期识别化学品的危害因素和暴露状况，依据产品和应用的变化重新开展风险评估。

9.5 企业应定期审查现有的风险管控措施，当发现风险管控措施存在错误或漏洞，应立即修改完善。

9.6 企业应建立化学品危害应急响应制度，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和响应计划，消除或减少化学品危害。

10 危害信息传递

10.1 企业应对其生产、经营的危险化学品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其包装上粘贴或者拴挂与

包装内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签。

10.2 企业应按照 GB 13690、GB 30000、《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指南》进行化学品危险性分类。

10.3 企业应按照 GB 6944和 GB 12268对化学品进行危险货物分类和确定运输名称等，危险化学品和

危险货物的对应关系见附录 E。
10.4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应符合 GB/T 16483和 GB/T 17519的要求。

10.5 企业应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及时传递给相关方，当发现有新危害信息时应及时更新并按规定

传递。

10.6 企业应按照 GB 15258的要求编写安全标签。

10.7 企业应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

志的编写和设置应符合 AQ 3047的要求。

11 相关方管理

11.1 企业应将供应商、分销商、承包商、合同制造商、下游用户、社区公众等纳入相关方管理。

11.2 企业应要求供应商提供原材料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以此作为选择供应商的重要依据。

11.3 企业应当提供产品危害信息以及风险管理的指导，帮助相关方正确地生产、使用、储存、运输、

处置相关化学品。

11.4 企业应定期审核相关方的产品安全管理绩效，帮助其持续改善。如其拒不改善，企业可中止与其

进行的业务与合作。

11.5 企业应设立或委托设立危险化学品 24h应急咨询服务电话，提供紧急情况下化学品的安全、健康

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

11.6 企业应收集产品的负面效应信息，及时对产品的非预期使用进行调查。如有必要，进行产品召回。

11.7 企业可定期邀请相关方参加企业的公众会议或活动，沟通相关的产品风险和控制措施。

12 绩效评估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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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企业应建立产品安全管理的检查与绩效考评长效机制，对产品安全管理的落实情况定期进行检查

评估。

12.2 企业应对检查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对潜在风险进行原因分析，制定可行的整改

措施，并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

12.3 企业应围绕产品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要求，结合责任关怀其他实施要求或者其他管理体系，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管理评审，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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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产品全生命周期分阶段工作指南

A.1 研发

研发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建立新产品研发流程制度，确保产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能参与到研发流程中；

——在新产品研发阶段，针对新产品中包含的所有化学品成分、添加剂以及杂质等，全面收集其

可用的、相关的危险特性以及潜在的暴露信息，并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对产品进行风险评估；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以及相关应用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决定产品能够合理安全使

用的下游应用领域，以及不适用的应用领域；

——将产品的危害信息、暴露信息、风险评估和预防控制措施等数据文件进行内部存档，并建立

制度定期进行回顾；

——对现有产品的调整等项目，例如产品配方调整、供应商变更等，建立变更管理流程，充分考

虑这些变更对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鼓励产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知晓并参

与；

——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信息将作为重要内容在新产品研发和现有产品调整过程中被

充分考虑，并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编制新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即 SDS）和安全标签；涉及

出口的产品，按照目的国的法规要求编制 SDS 和安全标签；

——对现有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定期进行审核，以满足最新的标准和规范的

要求；

——遵守国家、地方、行业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做好合规工作，并

充分考虑行业或公司内部的自愿性承诺，以及客户的特殊要求；

——鼓励开发对健康、安全和环境友好的新产品；提倡有利于回收再利用的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

A.2 采购

采购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建立化学品采购流程

——要求供应商提供其掌握的原料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信息，并将此环节纳入到采购管理

制度中；

——向供应商索要完整的最新版本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对其规范性和完整性进

行检查，并将此环节纳入到采购标准流程中；

——将供应商在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管控能力作为合格供应商的评价指标之一；

——可以采用问卷或其他方式，向供应商询问购买的原料的法律法规合规情况、遵循的生产标准

或者产品标准，必要时向供应商索要相关的证书或证明等文件；

——建立档案管理系统，如实记录原料的所有相关信息；

——将供应商变更、原料信息变更纳入企业变更管理体系中。当发生供应商变更时，要索取新的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必要时对原料及产品进行相关的风险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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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律法规、下游客户或者市场上的任何变化，及时评估其对原材料的采购产生的影响。

A.3 生产

生产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根据原料和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信息，合理设计生产工艺，采用适合的工程防护

措施，提供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对生产从业人员（包括承包商）进行培训，使其了解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化学品的危险和暴

露风险等级、现有的控制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应急处理措施；

——鼓励生产从业人员报告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或产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方面的不良效应，以

便及时改进风险管理措施；

——选择合同制造商时充分考虑其在健康、安全及环保方面的管控能力，并向其提供适用于产品

和流程的风险管控信息和指导意见；定期对其进行审核；

——将产品相关的变化纳入变更管理， 例如产品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生产助剂改变等；

——遵守相关原料和产品在安全生产、使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许可或备案手续；

A.4 经营

经营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根据国家或地方的具体规定，建立企业内部相应的应急响应体系，制定合理的应急响应措施；

——对外设立 24 小时应急咨询服务固定电话，或者委托化学品应急响应中心作为应急代理，并向

委托机构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定期进行测试以保证运作正常；

——遵守国家和地方对产品销售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的产品登记、注册或备案，

获取相应的资质，向政府部门提交相关的年度报告和备案信息；

——追踪国家和地方对相关产品在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最新规定，及时更新内部管控文件，

并对法规符合性进行再评估，及时做出合规响应；

——针对不合规情形进行调查和记录，定期回顾以便不断改进管理措施；

——根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将配套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必要的化学品健康、

安全和环保方面信息传递给运输、仓储、分销、下游用户、废弃处置等相关方；

——对企业内部的销售人员以及客服人员进行培训，让其了解所销售的产品在健康、安全和环保

方面的信息，适用和不适用的应用领域和风险管控要求。

——对分销商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让其了解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相关信息，适用和

不适用的应用领域等信息，使产品得以正确使用、处理、回收和处置；

——指出分销商在传递信息方面的责任，并督促其将产品健康、安全和环保等信息完整全面地传

递给下游用户；

——要求分销商对所有新的应用领域、使用不当或发生的任何不良反应，及时反馈生产企业；

——将分销商在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管理能力、管理流程、应急响应的能力等作为评价合格

分销商的指标之一，并进行定期回顾和再评估。

A.5 储运

储运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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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人应将产品健康、安全和环保以及应急处理措施等信息告知承运人，并提供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

——按照国家危险货物的分类标准，结合运输方式，对产品进行正确地危险货物分类；

——根据法规要求、产品形态和特性、使用状况和运输条件，选用合理的包装形式和运输工具；

危险化学品粘贴或栓挂安全标签；对于危险货物，在外包装上加贴正确的危险货物运输标志标

记；

——遵守国内和国际运输规章，例如海运、空运；

——遵守国内或地方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运输规定和要求，例如道路运输、铁路运输、内河运输等；

——根据产品特性和储存需求，并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选择安全可靠的储存场所，并将产品健

康、安全和环保以及应急处理措施等等相关信息告知储存场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对有特殊管理要求的产品，应该检查相关的运输和储存企业是否已经办

理相关的手续、许可、或取得相应的资质；

——将运输方式的改变，产品包装的改变等情形纳入变更管理，鼓励产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知晓

并参与。

A.6 使用

使用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对下游用户进行培训，告知其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信息，以及风险管理措施，合

理的应用领域、不适合的应用领域以及未评估的应用领域，确保产品的使用安全；

——针对使用不当或者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要求用户及时反馈，并与用户合作，采取措施予以

改善，如改善情况不明显，考虑是否终止产品的销售；

——针对新的应用领域，要求用户及时告知生产销售企业，相关的风险评估结果可接受的情况才

能允许销售；

——与下游用户之间建立及时有效的事故响应机制，对事故处理提供必要的协助；

——告知用户产品在法律法规符合性方面的信息，必要时提供产品的证书或证明等文件；

——对有特殊管理要求的产品，须告知并督促使用企业办理相关的手续、许可或取得相应的资质。

A.7 废弃

废弃阶段包括如下内容：

——了解国家和地方对于废弃物处置与回收、产品循环利用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了解当地从事废弃物处理回收的公司以及他们的处理能力和范围，必要时针对具体待处理产

品情况进行咨询；

——将废弃后的产品交由有资质有处理能力的企业进行处置；

——将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的必要信息告知废弃物处理企业，以避免在处理的过程中对

周围人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评估使用过的或未使用的产品及其包装的循环再利用可能性；

——鼓励将产品交由有资质有能力的企业进行回收再利用，而不是直接废弃掉。

A.8 公众沟通

定期举办公众活动和会议，与当地社区沟通产品安全健康环保信息，回应有关企业化学品或产品的

问题。



T/CPCIF XXXXX—XXXX

10

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及化学品目录

B.1 法律法规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参见表B.1。

表 B.1 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法规

1 安全生产法

2 消防法

3 职业病防治法

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5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6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7 农药管理条例

8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9 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0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1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13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14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

15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1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17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18 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19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20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21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22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23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24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25 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

26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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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化学品目录及对应义务

部分化学品目录及对应义务参见表 B.2。

表 B.2 化学品目录及对应义务

序号 目录名称 义务

1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凡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化学物质为新化学物质。企业需对未列

入《名录》的新化学物质及配制品中含有的新化学物质和物品中有意释放的新

化学物质履行申报义务。

2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版》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或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但经物理、

健康、环境危害鉴定为危险化学品的，均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经营、运

输、贮藏等环节均需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91号令）等

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特殊规定。

3
剧毒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版》中标注为剧毒的化学品）

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除进行登记及申报相应的生产、经营、使用许可证，

还需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91号令）中对其的其他要求。

4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

化学品列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的，除进行登记及申报相

应的生产、经营、使用许可证，还需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 591号令）中的其他要求。

5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2013年完整版）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原则上须有具有甲级资质的化

工行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的企业，被地方各级安监部门优先纳入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实施重点监管。

6
《高毒物品目录》

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向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申报其从事的高毒

物品作业项目。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应当向原受理

申报的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7

《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化工部

第 11号令）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进行相应的申报或备案，接受化学

工业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

8
《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

质名录》

对列入《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实行进出

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并根据《关于印发<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通知》

（环发[1999]278 号）提出相关申请。

9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

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

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的化学品，需向

报关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报检，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所述要求。

10

《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

录》（2020年）

凡进口或出口《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所列有毒化学品的，应按《有

毒化学品进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办理说明、《有毒化学品出口环境管理放

行通知单》办理说明，向环境保护部申请办理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

放行通知单，并满足相关要求。

11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

管理目录》（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2020年第 75号）

在《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中的，属于易制毒化学品的，需

满足《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中的要求，并申请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购买、经营许可或备案。

1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从事危险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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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单位，需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分为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危

险废物利用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13
《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进口《进口废物管理目录》中的固体废物的，需申报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

14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

批）》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

二批）》

最大限度降低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重大影响。原则上将被

移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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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危害信息收集判定指南

C.1 供应商信息

供应商基本信息获取可参照表C.1。

表 C.1 供应商信息

公司名称 - 中文

Company name - CN

公司名称 - 英文

Company name - EN

地址-中文

Address - CN

地址-英文

Address - EN

邮编

Postcode

联系电话

Tel

传真

Fax

电子邮件

E-Mail

应急咨询电话

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C.2 化学品信息

化学品信息获取可参照表C.2。应同时获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和安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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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化学品信息

产品名称 – 中文：

Product identifier – CN:

产品名称 – 英文：

Product identifier – EN:

产品类型（物质/混合物/物品）：

Product form (substance/mixture/article):

产品最终用途：

End use of the product:

如遇火灾，适用的灭火剂（例如：干粉灭火剂）：

In case of fire, the suitable extinguishing agent (for example: dry

powder):

产品成分组成信息（需要产品制成并销售时的实际成分情况，非原料投料比），表格行数可以依据实际配方增加。

请尽可能填写 100%成分信息，如果无法提供，至少提供全部有害成分信息。

Please fill in the composition information (the actual composition when the product is sold). The number of rows in the table can be

increased based on the actual formula.

Please fill in 100% ingredient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if not available, provide all harmful ingredients.

化学成分/物质

名称

Chemical name

物质 CAS号

CAS No.

含量

（质量百分比 w/w%）

Concentration (w/w%)

其他识别号

（例如：EC号）

Oth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eg. E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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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推荐数据源

D.1 常用数据源

化学品危害信息常用数据源可参照表D.1。

表 D.1 常用数据源

序号 数据源名称 简介 网址

1 OECD全球化学品门户网

（eChemPortal）

eChemPortal是由 OECD、欧盟委员会（EC），欧洲化

学品管理署（ECHA）、美国、加拿大、日本、国际化学

品协会理事会（ICCA）、商业和工业咨询委员会（BIAC）、

WHO的化学品安全项目（IPC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以及其他环保类的非政府组织共同创建的。

eChemPortal提供关于化学品的理化特性、毒理学、生态

毒理学和环境归宿等信息，如果有 GHS的分类信息也会

显示。另外，还提供化学品的暴露和使用信息等。

http://www.echemportal.org/ech
emportal/index?pageID=0&requ
est_locale=en

2 欧盟已注册物质数据库（ECHA
CHEM）

ECHA CHEM包含了欧盟已经按照 REACH法规要求进

行申报的物质。该数据库采用 IUCLID格式，包括化学品

理化、健康毒理、生态毒理、环境归趋等的详细信息，可

按照 CAS#、名称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

http://echa.europa.eu/web/gues
t/information-on-chemicals/regis
tered-substances

3 欧盟已有物质风险评估报告

欧盟 REACH法规实施前，在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793/93法规框架下，欧委会和成员国对一系列的优先

现有物质进行了评估。这些评估报告经过较全面的数据收

集、评价和风险评估，并经过成员国专家评估。这些报告

包括化学品理化、健康毒理、生态毒理、环境归趋等详细

信息。

http://echa.europa.eu/informatio
n-on-chemicals/information-fro
m-existing-substances-regulatio
n

4 高产量化学品筛选信息数据集

（SIDS）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赞助下实施的“筛选资料

数据库”（SIDS）计划，是始于 1989年的一个自愿性的

国际合作试验计划。筛选资料数据库的数据用于“筛选”化

学品和确定进一步试验或风险评估/管理活动的优先重

点。该数据库的试验数据库包括理化特性、环境行为试验

结果、生态毒理试验结果和健康毒理试验结果等。

http://www.chem.unep.ch/irptc/s
ids/OECDSIDS/sidspub.html

5 化学物信息表 (Chemistry
Dashboard)

美国 EPA开发的，收集了化学物化学、毒理和生产使用

信息的网站，目前已涵盖了 875,000化学物

https://comptox.epa.gov/dashbo
ard/

6 日本化学品风险信息平台

（CHRIP）

日本化学品风险信息平台由国家技术和评价研究院建立

并维护。它包括了化学物质的理化性质、暴露信息及健康

和生态毒理学的数据，以及各国对该化学物质的法规监管

现状。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
h/sougou/view/SystemTop_en.f
aces

http://www.echemportal.org/echemportal/index?pageID=0&request_locale=en
http://www.echemportal.org/echemportal/index?pageID=0&request_locale=en
http://www.echemportal.org/echemportal/index?pageID=0&request_locale=en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information-on-chemicals/registered-substances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information-on-chemicals/registered-substances
http://echa.europa.eu/web/guest/information-on-chemicals/registered-substances
http://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information-from-existing-substances-regulation
http://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information-from-existing-substances-regulation
http://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information-from-existing-substances-regulation
http://echa.europa.eu/information-on-chemicals/information-from-existing-substances-regulation
http://www.chem.unep.ch/irptc/sids/OECDSIDS/sidspub.html
http://www.chem.unep.ch/irptc/sids/OECDSIDS/sidspub.html
https://comptox.epa.gov/dashboard/
https://comptox.epa.gov/dashboard/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h/sougou/view/SystemTop_en.faces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h/sougou/view/SystemTop_en.faces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h/sougou/view/SystemTop_en.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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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源名称 简介 网址

7
日本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概

要（PIERAC）

日本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由环境部发布，成为初步环境

或生态风险评估。报告通常包括物质基本信息、暴露评估、

生态毒理学数据的危害评估以及环境风险评估。

http://www.env.go.jp/en/chemi/c

hemicals/profile_erac/index.htm

l

8 日本初步风险评估报告（IRA）

日本初步风险评估报告由国家技术和评价研究院基于化

学物质管理法（CSCL）对于优先评价化学物质（PACS）

的要求发布。它包括了化学物质的理化性质、暴露信息、

健康和生态毒理学的数据，以及各国对该化学物质的法规

监管现状。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

h/risk/initial_risk.html

9
加拿大优先物质评估报告

（ESE：PSAP）

依据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环境和卫生部建立了优先物质清

单以评价优先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针对每

个物质的评估报告包括了理化性质、生产使用进口情况、

暴露和环境归趋行为的分析、环境浓度、生态毒理学效应

和健康毒理学效应的数据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

http://www.hc-sc.gc.ca/ewh-se

mt/contaminants/existsub/eval-

prior/index-eng.php

10 加拿大化学品管理计划（CMP）

加拿大环境和健康部正按照化学品管理计划（CMP）管理

化学品，这包括挑战、快速筛选方法和石油化工方法等项

目。此外，加拿大政府也开始对 CMP之外的化学品采取

行动，包括风险评估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结果包括一系列

比较全面的评估，以及理化、健康、环境行为和毒理等一

系列数据。

http://www.chemicalsubstances
chimiques.gc.ca/plan/approach-
approche/other_chem-autres_s
ub-eng.php

11 澳大利亚优先现有化学品评估

报告（NICNAS-PECAR）

澳大利亚基于生产、使用、存储和废弃处理等可能造成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筛选了优先现有化学物质进行风

险评估。评估分为全面评估和预评估。全面评估全面评价

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预评估则针对化学物质的特定性

质、用途、暴露水平或者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进行。

这些报告的环境风险评估涵盖了国际已有的评估结论，化

学物质理化性质、监测方法、环境暴露源、环境行为和归

趋、环境和人类健康危害评估（生态和健康毒理学数据），

以及环境风险评估。

http://www.nicnas.gov.au/chemi
cal-information/pec-assessment
s

12 生态毒理学数据库（ECOTOX）

生态毒理学数据库（ECOTOX）是由美国环保局的研究与

发展办公室（ORD）和国家健康与环境影响研究实验室

（NHEERL）的中陆生态部（MED）创建并维持的。它

提供用于定位对于水生生物、陆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的单一

化学毒性数据的数据库，包括分别针对水生生物、陆生植

物和陆生野生动物的毒理数据。

http://cfpub.epa.gov/ecotox/

13 PubMed

PubMed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1977基于因特网上免费检索的生物医学文摘数

据库。其内容包括：DNA与蛋白质序列，基因图数据、

3D蛋白构象、化学与生物医学、毒理学等数据。

http://www.ncbi.nlm.nih.gov/pub

med/

14 环境卫生基准（EHC）

环境卫生标准（EHC）文件提供了国际上对化学品、不同

化学品组合及物理和生物因子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

严格审查。

http://www.who.int/ipcs/publicati
ons/ehc/en/index.html

http://www.env.go.jp/en/chemi/chemicals/profile_erac/index.html
http://www.env.go.jp/en/chemi/chemicals/profile_erac/index.html
http://www.env.go.jp/en/chemi/chemicals/profile_erac/index.html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h/risk/initial_risk.html
http://www.safe.nite.go.jp/english/risk/initial_risk.html
http://www.hc-sc.gc.ca/ewh-semt/contaminants/existsub/eval-prior/index-eng.php
http://www.hc-sc.gc.ca/ewh-semt/contaminants/existsub/eval-prior/index-eng.php
http://www.hc-sc.gc.ca/ewh-semt/contaminants/existsub/eval-prior/index-eng.php
http://www.nicnas.gov.au/chemical-information/pec-assessments
http://www.nicnas.gov.au/chemical-information/pec-assessments
http://www.nicnas.gov.au/chemical-information/pec-assessments
http://cfpub.epa.gov/ecotox/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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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源名称 简介 网址

每个环境卫生标准包括概述及随后的识别信息、暴露来

源、环境迁移、分布和转化、环境水平和人体暴露、实验

动物及人体中的运动和代谢、对试验动物的影响以及离体

检测系统。此外，对人类和实验室内或其它场所的其它生

物的影响的信息也涵盖在内。还包括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

的总体评价与结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15 国际化学品评价简要文件

（CICADs）

简明国际化学品评估文件（CICADs）与环境卫生标准文

件（EHC）类似，提供了国际认可的关于化学品或化学品

组合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审查。它们旨在说明化学品

暴露危害和剂量反应的特征，并提供了在国家或地方一级

应用的暴露估算和风险特征实例。该文件概述了那些被认

为对风险特性至关重要的信息，以进行独立评估。

http://www.inchem.org/pages/ci
cads.html

16 农药数据表（PDSs）

PDSs是 IPCS INCHEM的一部分。IPCS INCHEM由国

际化学品安全项目（IPCS）和加拿大职业健康和安全中

心合作，旨在整合现有的经国际同行评议的关于化学品安

全的全文和数据库资料信息。PDSs包括了农药原药的健

康和生态毒理学数据以及安全使用的相关信息。

http://www.inchem.org/pages/p
ds.html

17 农药：重新登记

美国环保署对农药原药的重新登记要求对其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归纳成为“重新登

记合格结论（RED）”的报告中。这些报告详尽归纳了农

药原药已有的健康和环境毒理学数据，由使用造成的潜在

环境和人体暴露，以及针对不同毒性效应和暴露场景的人

类健康和环境风险评估。

http://www.epa.gov/pesticides/r
eregistration/status.htm

18 日本化学物质生态毒性试验结

果（TEECS-Japan）

TEECS-Japan是一张数据汇总表格，目前包括了日本环

境部进行的化学物质生态毒理学试验结果。这些试验都按

OECD试验准则和 GLP标准进行，其中包括藻类生长抑

制、大型蚤和鱼类的急性慢性毒性试验等数据。

http://www.env.go.jp/chemi/ses
aku/02e.pdf

19 人体和环境风险评估（HERA）

人体和环境风险评估（HERA）项目由国际肥皂、洗涤剂

和维护产品协会和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联合发起，旨在为

家用清洁产品中常用原料的安全风险评估提供有效的方

法体系。该评估报告包括化学物质的理化特性、使用和环

境暴露数据、环境行为和归趋数据，以及健康和生态毒理

学数据。

http://www.heraproject.com

20 Swedish Riskline

KemI-Riskline包含了环境和健康的信息和数据。该数据

库由瑞典的化学品监督机构创立，用于日常监督，尤其是

建议如何对化学品进行分类和标签。KemI-Riskline的每

一个引用都代表了毒理学家们在这个研究中所得出的结

论。该数据库主要包括毒理、生态毒理、化学物质和同行

评议的数据和文档。

http://apps.kemi.se/riskline

21 危险物质数据库（HSDB）
危险物质数据库（HSDB）是一个着眼于有潜在危险的物

质的毒理信息的数据库。它提供的信息包括人类暴露、职

http://www.toxnet.nlm.nih.gov/c

gi-bin/sis/htmlgen?HSDB

http://www.inchem.org/pages/cicads.html
http://www.inchem.org/pages/cicads.html
http://www.inchem.org/pages/pds.html
http://www.inchem.org/pages/pds.html
http://www.epa.gov/pesticides/reregistration/status.htm
http://www.epa.gov/pesticides/reregistration/status.htm
http://www.env.go.jp/chemi/sesaku/02e.pdf
http://www.env.go.jp/chemi/sesaku/02e.pdf
http://www.heraproject.com
http://apps.kemi.se/ris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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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源名称 简介 网址

业卫生、应急处理程序、环境归趋、法规要求、纳米材料

以及相关领域的信息。在 HSDB的数据已经通过一个科

学审查小组评估。

22 环境危害分类 N-CLASS数据

库

该数据库既包含了评定为对环境有危险的物质，也包含了

评定为对环境没有影响的物质。该数据库对于在 Directive

67/548/EEC附录上的物质给出了物理/化学、健康和环境

的影响分类。

http://apps.kemi.se/nclass/defa
ult.asp

23 毒理学数据网（TOXNET）

TOXNET毒理学数据库是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专业化

信息服务部建成的一系列有关于毒理学、有害化学品、环

境卫生及相关领域的文献数据库的总称。目前 TOXNET

共包括 HSDB、IRIS、GENE-TOX、TOXLINE、CCRIS、

DART/ETIC、TRI和 ChemIDplus等多个数据库。

http://toxnet.nlm.nih.gov/index.h
tml

24 美国毒理学和环境健康信息项

目（TEHIP）

美国毒理学和环境健康信息项目（TEHIP）是由 1967年

的毒理信息项目演变而来，提供获取其自身以及其他政府

组织的数据，它也包括 TOXNET数据库。通过该网站可

获取包括理化性质、健康毒理、环境毒理、风险评估等众

多信息。

http://sis.nlm.nih.gov/enviro.htm
l

25 德国危险物质 GESTIS数据库

该数据为 BIA开发，主要包括化学物质在工作场所的安全

操作信息，例如健康效应、必要的保护措施等，也包括这

些物质的理化性质、环境毒理以及法规信息。

http://gestis-en.itrust.de/nxt/gate
way.dll?f=templates&fn=default.
htm&vid=gestiseng:sdbeng

26 风险评估文件（RAD）

该风险评估文档由日本化学品风险管理（CRM）开发，

包括全面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信息，具有多个特色，例如采

用 CRM的新方法和技术进行风险评估、通过外部专家评

议和风险管理措施考虑社会经济学效应等。这些评估报告

包括被评估物质的理化、健康和环境等多方面的详细信

息，参考价值高。

http://unit.aist.go.jp/riss/crm/mai

nmenu/e_1.html

27 危害评估报告（HAP）

从 2001年到 2007年，化学品评估和研究研究（CERI）

参与了由新能源与工业技术开发组织（NEDO）资助的化

学品风险评估和风险评估方法开发的项目。该项目是日本

首次尝试对化学品进行全面的危害评估，以用于将来的风

险评估。这些评估报告包含了被评估物质理化、健康和环

境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http://www.cerij.or.jp/ceri_en/ha
zard_assessment_report/yugai_
indx_en.html

28 国际化学品安全卡（ICSC）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制作了国际化学品安

全卡（ICSCs），其中提供了关于化学品的基本健康与安

全信息，以促进其安全使用。这些信息包括特定化学品固

有危害的信息和急救与消防措施，以及关于溢漏、处置、

储存、包装、标签和运输的预警信息。

英文：
http://www.inchem.org/pages/ic
sc.html
中文：http://icsc.brici.ac.cn/

29 PhysProp数据库

PhysProp数据库由非盈利研究组织 SRC建立并维护，并

与美国 EPA的 QSAR工具 EPI Suite对接。它包含了超

过几万种化学物质的名称、结构和理化性质信息。这些数

据可能来自实验，外推或预测值。

http://www.srcinc.com/what-we-
do/databaseforms.aspx?id=386

http://apps.kemi.se/nclass/default.asp
http://apps.kemi.se/nclass/default.asp
http://toxnet.nlm.nih.gov/index.html
http://toxnet.nlm.nih.gov/index.html
http://sis.nlm.nih.gov/enviro.html
http://sis.nlm.nih.gov/enviro.html
http://gestis-en.itrust.de/nxt/gateway.dll?f=templates&fn=default.htm&vid=gestiseng:sdbeng
http://gestis-en.itrust.de/nxt/gateway.dll?f=templates&fn=default.htm&vid=gestiseng:sdbeng
http://gestis-en.itrust.de/nxt/gateway.dll?f=templates&fn=default.htm&vid=gestiseng:sdbeng
http://unit.aist.go.jp/riss/crm/mainmenu/e_1.html
http://unit.aist.go.jp/riss/crm/mainmenu/e_1.html
http://www.cerij.or.jp/ceri_en/hazard_assessment_report/yugai_indx_en.htm
http://www.cerij.or.jp/ceri_en/hazard_assessment_report/yugai_indx_en.htm
http://www.cerij.or.jp/ceri_en/hazard_assessment_report/yugai_indx_en.htm
http://www.inchem.org/pages/icsc.html
http://www.inchem.org/pages/icsc.html
http://icsc.brici.ac.cn/
http://www.srcinc.com/what-we-do/databaseforms.aspx?id=386
http://www.srcinc.com/what-we-do/databaseforms.aspx?id=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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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源名称 简介 网址

30 美国环保署 EPI Suite软件

EPA EPI Suite是由美国国家环保署与美国 SRC公司

(Syracuse Research Corporation)联合开发的软件。这套

软件包括了多个独立的有机物性质估算软件，可以对生物

降解、光降解及水解反应速率常数、logKow、BCF、亨

利常数、熔沸点、饱和蒸气压及生态毒性指标等性质参数

进行估算。在环境化学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

http://www.epa.gov/oppt/exposu
re/pubs/episuite.htm

31 OECD QSAR Toolbox

QSAR 工具箱是 OECD开发的一个软件工具，可以用来

填补化学物质评估和化学品分类所需要的毒理和生态毒

理数据缺口，同时也能用于集成测试策略的开发。该工具

箱也包括很多理化、健康毒理、环境行为和生态毒性等方

面的数据。

http://www.oecd.org/chemicalsafet
y/risk-assessment/theoecdqsartoolb
ox.htm

32 化学品危害袖珍手册

该数据库为美国NIOSH联合OSHA开发的主要用作工业

卫生信息的重要来源。该数据库主要包括化学物质及类别

的化学结构、推荐暴露限值、理化性质、个人防护措施、

暴露途径和急救等信息。但该数据库不包括环境毒理数

据。

http://www.cdc.gov/niosh/npg/d
efault.html

33 危险物质情况说明书

该数据库主要为新泽西知情权危险物质清单而制作，主要

包括纯物质的健康危害、暴露限值、个人防护、急救，应

急响应等信息。但该数据库不包括环境毒理信息。

http://web.doh.state.nj.us/rtkhsf
s/indexfs.aspx

http://www.epa.gov/oppt/exposure/pubs/episuite.htm
http://www.epa.gov/oppt/exposure/pubs/episuite.htm
http://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assessment/theoecdqsartoolbox.htm
http://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assessment/theoecdqsartoolbox.htm
http://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assessment/theoecdqsartoolbox.htm
http://www.cdc.gov/niosh/npg/default.html
http://www.cdc.gov/niosh/npg/default.html
http://web.doh.state.nj.us/rtkhsfs/indexfs.aspx
http://web.doh.state.nj.us/rtkhsfs/indexf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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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与危险货物分类的对应关系

E.1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与危险货物分类的对应关系表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与危险货物分类的对应关系可参照表E.1。

表 E.1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与危险货物分类的对应关系表

化学品危险性分类 GHS类别 危险货物分类

爆炸物

爆炸物

爆炸物

爆炸物

爆炸物

爆炸物

爆炸物

不稳定爆炸物 该类物质不被受理运输

1.1项 1.1

1.2项 1.2

1.3项 1.3.

1.4项 1.4.

1.5项 1.5.

1.6项 1.6

易燃气体 类别1 2.1和2.3 (2.1)

易燃气体 类别2
在标准大气压20℃下与空气混合可燃，除上述类别中的气体之外，

划分为2.2或2.3类的气体

易燃气溶胶 类别1 气溶胶被归为UN1950(气溶胶)及第2类(气体)。

易燃气溶胶 类别2 气溶胶被归为UN1950(气溶胶)及第2类(气体)。

氧化性气体 类别1 2.2(5.1) or 2.3(5.1)

压力下气体 压缩气体 具有毒害性的压力下气体，划分为2.3项毒性气体；

不具备毒害性的，具有易燃性的压力下气体，则划分为2.1项，易燃

气体；

不具备易燃性和毒害性的压力下气体，划分为2.2项，非易燃无毒气

体

压力下气体 液化气体

压力下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

压力下气体 溶解气体

易燃液体 类别1 3 I

易燃液体 类别2 3 II

易燃液体 类别3 3 III

易燃液体 类别4 该类不属于危险货物

易燃固体 类别1 4.1 II

易燃固体 类别2 4.1III

自反应性物质 A型 该类物质不被受理运输

自反应性物质 B型 4.1、UN3221, 3222, 3231, 3232

自反应性物质 C型 4.1、UN3223, 3224, 3233, 3234

自反应性物质 D型 4.1、UN3225, 3226, 3235, 3236

自反应性物质 E型 4.1、UN3227, 3228, 3237,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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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危险性分类 GHS类别 危险货物分类

自反应性物质 F型 4.1、UN3229, 3230, 3239, 3240

自反应性物质 G型 该类不属于危险货物

自燃液体 类别1 4.2 I (液体)

自燃固体 类别1 4.2 I (固体)

自热物质 类别1 4.2 II

自热物质 类别2 4.2 III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类别1 4.3 I, 4.2(4.3)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类别2 4.3 II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类别3 4.3 III

氧化性液体 类别1 5.1 I

氧化性液体 类别2 5.1 II

氧化性液体 类别3 5.1 III

氧化性固体 类别1 5.1 I

氧化性固体 类别2 5.1 II

氧化性固体 类别3 5.1 III

有机过氧化物 A型 该类物质不被受理运输，因此危险货物中没有该物质

有机过氧化物 B型 UNRTDG5.2、UN3101, 3102, 3111, 3112

有机过氧化物 C型 UNRTDG5.2、UN3103, 3104, 3113, 3114

有机过氧化物 D型 UNRTDG5.2、UN3105, 3106, 3115, 3116

有机过氧化物 E型 UNRTDG5.2、UN3107, 3108, 3117, 3118

有机过氧化物 F型 UNRTDG5.2、UN3109, 3110, 3119, 3120

有机过氧化物 G型 该类不属于危险货物，不在危险货物品名表中

金属腐蚀物 类别1 危险货物品名表中第8类腐蚀品中还包括皮肤腐蚀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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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2020 年 8 月 13 日，根据中石化联质发（2020）140 号《关

于印发 2020 年第二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

计划的通知》，石化联合会责任关怀委员会启动责任关怀六项实

施细则、两项实施指南的制定工作。《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主管部门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技术归口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牵头

起草单位为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参与单位有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委员会、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陶氏化学公司、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鲁西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目的与意义

近年，化工行业安全环境事故不断，引发社会关注。相关

媒体也曝光了多家化工企业的对安全管理方面的敷衍及整改问

题，化工企业安全风险管理势在必行。

“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是根据化工行业的特

殊性而提出的一种企业理念，承诺“责任关怀”的化工企业要

自愿承诺对周边社区、社会公众、环境保护负责。中国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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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学品生产销售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石化行业现有

规模以上企业 3.5 万多家，但承诺实施责任关怀的企业只有几

百家，所占比例小。我国“责任关怀”体系的实践起步相对也

较晚，推进也很不平衡，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间的差距较大，

一些企业对责任关怀认知较少或停留在浅显的认知阶段。大部

分化工企业自我规制的意识和自觉性还有待提升和完善，产品

安全管理工作尚待提高。

因此，需要扎实责任关怀基础工作，促进化工企业自觉履

行安全环境管理责任，不断提高责任关怀的认知度。《责任关

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团体标准的实施，可提

升化工企业安全环境管理意识与管理水平，指导国内企业更好

的实施产品安全。坚定不移的实践“责任关怀”，在未来化工

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促进企业安全、健康、环境、质量、可

持续的向上发展。

三、必要性

目前，化工企业数量多，许多化学品相关的事故发生均来

自于对化学品或化学品相关产品危害的认知不足。

化学品或化学品相关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许

多均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只有采取合理的安全管理措施，进行

规范化管理，才能保证产品的安全。提升化学产品在制造、销

售、运输、处理、加工到使用和弃置等环节的安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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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实现化工产品生产操作本质化安全，保障人员的职业健康，

改善环境。

但是，现今化工企业在对化学产品的安全管理仍缺乏规范

性，且国内外并无对应的标准，故制定《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团体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四、编制过程

1、启动与调研阶段

化学品登记中心接到标准制订任务后，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标准编写组成立暨工作研讨会，确定了标准框架和各成

员单位任务，制定了工作计划。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按照该标准

的有关要求，讨论了本标准的编写要求、主要内容、总体框架

等，明确了标准起草前的准备工作和任务分工。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石化联

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赢创

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巴

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南京科

技职业学院、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鲁西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制定依据的法规：HG/T 4184-2011 责任关怀实施准则

2、标准文件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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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小组认真学习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

体标准管理办法》，按照该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明确了本团

体标准编制工作遵守的原则，进一步对标准的主要内容、总体

框架以及有关技术指标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制定了标准

编制后续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并提出了进度要求。

标准起草小组广泛调研、查阅相关资料，征集、听取各相

关单位对制定《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

团体标准的建议，完成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和该团体标

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的撰写工作。

2021 年 2 月 19 日，完成初稿并提交内部讨论。反馈修改

后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杭州六通宾馆召开标准编写组线下研

讨会。2021 年 7 月经两次内部研讨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十三五”规划》（安监总应急〔2017〕107 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国办发〔2016〕88 号）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令第 708 号）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要求。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

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原则、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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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理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定的规则编写。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责任关怀实施细则 第 6 部分：产品安全管理》团体标准

规定了实施责任关怀的企业在产品安全管理中的要求。

本团体标准共分为 12 章：前言；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

件；3 术语和定义；4 领导与承诺；5 职责与权限；6 教育与培

训；7 合规性管理；8 产品信息管理；9 风险管理；10 危害信

息传递；11 相关方管理；12 绩效评估与改进。

1 范围

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定，适用于化学品全生命周期

的安全管理，使用对象是承诺实施责任关怀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举了产品安全管理相关的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 11 个适用于本团体标准的术语及其定义。

4 领导与承诺

每一项工作的推进，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承诺非常重要，因

而将该部分作为标准正文的第一章。产品安全监管首先要明确

目标、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职责权限等，并需要领导层给予

各种资源支持，推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持续改进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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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责与权限

企业可设立产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负责人（统称产品安全组

织），明确产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应完成的工作。为

了更好地指导国内企业实施产品安全管理，根据化学品全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的安全管理要求编写了附录 A。

6 教育与培训

为促进产品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给出

了企业对于教育培训内容和制度建设。

7 合规性管理

合规性是实施责任关怀的基本要求。从合规性管理的流程

给出了法规收集、法规识别、合规响应的符合性评估方法。这

是企业进行产品安全管理的第一步，首先明确适用性法规，并

根据相应的法规开展合规性评估和响应。部分化学品法规和目

录要求参考附录 B。

8 产品信息管理

健康、安全和环保信息是产品安全管理的基础。本章从数

据收集、建立危险化学品档案、化学品分级管理个三部分提出

了产品信息管理的要求。首先要收集数据识别危害，危害信息

收集模板和推荐数据源可参考附录 C 附录 D。根据识别的危害

信息和法规目录信息建立化学品管理档案，这是企业实施产品

安全管理的基础。根据危害识别结果和法规要求，可以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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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品进行分级管理。

9 风险管理

给出了化学品风险管理的方法及具体措施。风险管理是根

据化学品危害和暴露情况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

施。体现了化学品基于风险的管理理念。

10 危害信息传递

危害信息传递是产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内部人员

及沿供应链参与人员都需要根据危害信息传递来获取相关信

息。具体的传递方式包括一书一签、危险货物标签等管理要求。

11 相关方管理

实施责任关怀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把产品的健康、安全和环

保等相关信息提供给给供应商、分销商、承包商、合同制造商、

下游用户以及社区公众等相关方并提高相应指导，本章节规定

了企业对相关方在健康、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管理内容与管理

方法。

12 绩效评估与改进

责任关怀理念是持续改进健康、安全和环保绩效的行为，

企业开展自我评估、二方评估或者第三方评价是绩效评估的重

要手段与方法，本章节提出了企业应建立责任关怀绩效检核与

考评机制，结合企业其他体系开展定期评估或管理评审以持续

改进绩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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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本团体标准在全面分析、调研相关企业所提供相关资料的

基础上，采用合理的评估理论、方法、流程等，通过资料查阅

和分析、人员交流等方式，对化学品在研发、生产、经营、使

用、储存、运输、废弃的全生命周期做出客观的评估，确定产

品安全管理各阶段存在的优势和不足，根据评估得到的反馈信

息，提高企业在化学品生命周期中的产品安全管理能力，改善

产品信息管理，风险管理，相关方管理，危害信息传递等方面

的现状，进而提高对化学品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综合应对能力。

八、知识产权说明

经过检索，国内外无相关标准，无知识产权争议。

九、推广应用情况

全国化工企业数量众多，本团体标准的内容和评估指标的

确定充分考虑了国内化工企业在化学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

面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适应性和可推广性强，应用前景广

泛。

十、国内外技术对比

经过检索，国内外无相关标准。

十一、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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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十二、与原有企业标准的差异

经过检索，无相关国家标准。HG T 4184-2011 中有产品安

全的部分内容。

十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四、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根据我国对标准属性的划分原则，本标准为管理类标准，

标准的层次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五、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有关行业会议上介绍该标准的内容，使实施责任关

怀的企业熟悉该标准。建立考核机制方法，企业对产品安全管

理自评或邀请专家进行考核，对优秀者给予奖励。

十六、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