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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预警系统建设的工作进度，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一）各市应急局要根据《2021 年建设任务书》要求，完

成市级系统部署，实现视频存储和调阅等功能。要积极配合山西

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督促已接入预警系统的企业配合完成2021

年各项部署接入工作。

（二）全省所有涉及一、二、三、四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

学品企业要接入预警系统，各市应急局汇总尚未接入预警系统的

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企业名单，于 9 月 20 日前报省应急厅危

化监管一处，由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组织开展接入工

作。

（三）已接入预警系统的企业，要配合完成可视化通信部署、

视频智能分析终端部署、三维倾斜摄影建模、视频网闸安装、扩

展接入范围等五项部署工作。请各有关企业积极配合（五项工作

的技术指导和部署工作所涉及企业的名单见附件）。

（四）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要对照《2021 年建设任务

书》要求，完成系统部署任务。主动对接各有关企业，完成五项

部署工作，加快完善预警系统新功能，完成新增五项制度相关的

数据交换要求，尽快完成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和关联化学品相

关内容，扩充设备基础表的接入和附录类型，增加仓库、装卸台

和设备储存介质基础信息表，增加安全承诺中对高危作业内容和

装置运行状态的上报要求，扩展预警事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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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要求

（一）各市应急局应当积极协调督促辖区内危化品企业的接

入工作，已建成市级预警系统的晋中、运城、长治市应组织辖区

内企业按照要求接入市级平台并将数据推送至省级平台。2021

年底前关闭的 4.3m 焦化企业可不接入系统和完成五项部署。

（二）各有关企业要主动按照要求对厂区内的监测预警数

据、视频监控进行完善，具备数据和视频接入条件，明确联系人，

主动对接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尽快配合完成五项接入部署

工作。

（三）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要主动对接有关企业，开展

接入部署工作，要保证在实施过程中的生产安全和网络安全，不

能影响危化品企业正常生产工作，要配合各市应急局完成市级预

警系统的部署工作，不得重复收取系统开发费用。

（四）省级预警系统应于 10 月底前完成新增功能，各有关

企业应于 10 月底前全部完成五项接入部署工作，各市应急局应

于 11 月底前完成市级预警系统部署任务。

联系人及电话：危化监管一处 杨官民 0351-6819780

科技和信息化处 成 龙 0351-6819798

附件：1.可视化通信部署指导要求

2.视频智能分析终端部署指导要求

3.三维倾斜摄影建模指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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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可视化通信部署指导要求

1.使用场景：集成视频、语音通信等，运用可视化通信等手

段，实现高效的调度与应急救援指挥。

2.部署场景：有固定人员进行 24 小时值班，发现问题能够

及时响应。

3.部署依赖： 需要企业提供一台能连接外网使用的电脑，

操作系统：Win7 64 位、Win7 32 位、Win10 64 位，Win10 32 位。

4. 软 件 下 载 地 址 ： 百 度 网 盘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R8CwpLQJexxkn28mDUonpQ

提取码：8otl

5.安装部署：

软件部署：采用预约形式开展，企业具备安装条件后统一报

备技术人员有序组织安装调试。

硬件安装调试：云时代公司提供摄像头、多媒体音箱。

可视化通信部署企业名单：

序

号

区

域
企业名称 建设批次

1 太

原

市

中国航油集团山西石油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 二期企业

3 山西金荣石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https://pan.baidu.com/s/1R8CwpLQJexxkn28mDUon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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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5 太原田增醇醚燃料调配中心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6 中铁十七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7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山西销售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8 山西兴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气体分公司 二期企业

9 山西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1 太原国新洁净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 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3

大

同

市

液化空气（大同）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4 大同市宏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5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大同液化分公司 一期企业

16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7 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8
阳

泉

市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9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20 山西晋玉煤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1 盂县中信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2
长

治

市

山西霍家长化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3 长治高新区石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4 山西省长治市郑瑞石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5 长治川空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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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长治市霍家工业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27 山西南耀集团昌晋苑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28 长治市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29 山西中钢能源煤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30 山西中科惠安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31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32 山西建滔潞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33 山西潞安精蜡化学品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34 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35 山西潞宝集团晋钢兆丰煤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36 长治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37 山西天脊潞安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38 山西富阳园科贸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39 山西瑞恒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0 空气产品潞安（长治）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41 襄垣县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2 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43 山西襄矿集团恒通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44 山西襄矿集团沁县华安焦化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5 山西通洲集团兴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6 晋

城

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7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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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48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49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50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一期企业

51 晋城华港燃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52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 一期企业

53 山西金象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54 山西鑫途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55 阳城县舜天达天然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56 山西铁峰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57 晋城市鸿生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58 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59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一期企业

60 晋城市兴隆山煤化工有限公司乙炔站 二期企业

61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化工厂 一期企业

62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63 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64 泽州县高都镇富祥乙炔站 二期企业

65 空气产品（晋城）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66 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67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天溪煤制油分公司 二期企业

68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公司 一期企业

69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一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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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71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72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73 朔

州

市

山西中煤平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74 朔州市跃胜实业公司 二期企业

75 山西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76

晋

中

市

山西瑞辉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77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78 晋中市华储销售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79 山西榆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80 中晋太行炼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81 阳煤集团和顺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82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83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84 山西兰凯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85 山西国新液化煤层气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86 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87 山西新和太明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88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晋中液化分公司 一期企业

89 山西省平遥一矿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90 山西平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91 平遥县乾凯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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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93 山西聚源煤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94 山西天星煤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95 灵石中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96 介休市介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佳新甲醇燃料调配中心 二期企业

97 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98 山西诚宏福得一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99 介休市昌盛煤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0 山西茂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1

运

城

市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盐湖区液化分公司 一期企业

102 山西丰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3 运城晋腾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临猗分公司 二期企业

104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105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猗分公司 一期企业

106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闻喜分公司 一期企业

107 山西永祥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8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09 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10 山西华丰阳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11 山西恒强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12 山西丰喜华瑞煤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13 新绛县中信伟业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 11 -

114 山西中信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15 夏县运力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16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陆分公司 一期企业

117 永济市天兴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18 山西阳光华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19 山西曙光船窝煤业有限公司河津百底焦化厂 二期企业

120 河津市华晟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1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2 山西发鑫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3 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4 永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5

忻

州

市

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6 山西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能源销售公司 二期企业

127 五寨县昌茂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28 山西道生鑫宇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29 忻州市鑫宇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0 岢岚县鑫达石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1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平液化分公司 一期企业

132 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3 山西新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4 临

汾

山西临汾染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35 临汾市嘉纬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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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36 山西三立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7 山西立恒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8 山西杭氧立恒气体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39 山西闽光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40 空气产品（临汾）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41 山西悦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42 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43 襄汾县龙腾达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44 山西省襄汾县宏源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二车间） 二期企业

145 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46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47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48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汾液化分公司 一期企业

149 古县正泰煤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50 古县晋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51 古县利达焦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52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一期企业

153 山西太岳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54 山西宁扬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55 益通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56 吕

梁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厂 二期企业

157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厂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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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58 文水县振兴化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59 山西庆华物流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0 山西华鑫煤焦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1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62 山西华鑫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3 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型肥料分公司 一期企业

164 山西晋阳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65 山西恩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6 山西磊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7 山西省交城红星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8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69 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0 孝义市鹏飞实业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1 山西金岩和嘉能源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2 孝义市盛世富源甲醇制造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73 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4 孝义市晋茂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75 山西信发化工有限公司 一期企业

176 孝义市金晖煤焦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7 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78 山西楼东俊安煤气化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79 山西东辉新能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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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山西星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181 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企业

182 山西金塔山福利煤焦有限公司 二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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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视频智能分析终端部署指导要求

1.使用场景：以地市、园区为单位，使用视频智能分析技术，

构建预警、报警模型，针对人员脱岗，火灾、泄漏报警等进行智

能识别和报警，并及时将报警企业、报警内容和报警点位置信息

推送到省危化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结合人工审核，以

短信、邮件等方式推送到相关管理人员和责任企业。根据历史信

息，形成视频智能分析统计报表，并对各类报警分布情况，进行

排名统计。

2.识别场景：视频主要采集中控室、罐区、库区（硝酸铵、

氯酸钾、氯酸钠、硝化棉等）、装卸区、工艺装置区。范围涵盖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全景、中控室、重大危险源及

其他重要场所的监控视频。

3.部署依赖：需要将识别场景涉及的视频汇集到省厅用于视

频上传的录像机上，要求每路视频以 200 万像素 1080P/4Mbps 码

流为基准。

4.安装部署：安装调试视频智能分析硬件。

视频智能分析终端部署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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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企业名称

1

太原市

中国航油集团山西石油有限公司

2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公司

3 山西金荣石化有限公司

4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有限公司

5 太原田增醇醚燃料调配中心有限公司

6 中铁十七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7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山西销售有限公司

8 山西兴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气体分公司

9 山西盈德气体有限公司

10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1 太原国新洁净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12 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13

大同市

液化空气（大同）有限公司

14 大同市宏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15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大同液化分公司

16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7 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18

阳泉市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19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山西晋玉煤焦化有限公司

21 盂县中信焦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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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晋城市

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23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24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25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6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27 晋城华港燃气有限公司

28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

29 山西金象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 山西鑫途化工有限公司

31 阳城县舜天达天然气有限公司

32 山西铁峰化工有限公司

33 晋城市鸿生化工有限公司

34 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5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36 晋城市兴隆山煤化工有限公司乙炔站

37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化工厂

38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9 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0 泽州县高都镇富祥乙炔站

41 空气产品（晋城）有限公司

42 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

43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天溪煤制油分公司



- 18 -

44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公司

45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46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7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8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49

朔州市

山西中煤平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50 朔州市跃胜实业公司

51 山西玉龙化工有限公司

52

忻州市

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53 山西交通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能源销售公司

54 五寨县昌茂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55 山西道生鑫宇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6 忻州市鑫宇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57 岢岚县鑫达石化有限公司

58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平液化分公司

59 山西北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60 山西新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1

临汾市

山西临汾染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2 临汾市嘉纬化工有限公司

63 山西三立化工有限公司

64 山西立恒焦化有限公司

65 山西杭氧立恒气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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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山西闽光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7 空气产品（临汾）有限公司

68 山西悦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69 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70 襄汾县龙腾达化工有限公司

71 山西省襄汾县宏源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二车间）

72 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

73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74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75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汾液化分公司

76 古县正泰煤气化有限公司

77 古县晋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78 古县利达焦化有限公司

79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80 山西太岳能源有限公司

81 山西宁扬能源有限公司

82 益通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83

吕梁市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厂

84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厂

85 文水县振兴化肥有限公司

86 山西庆华物流有限公司

87 山西华鑫煤焦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20 -

88 山西瑞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9 山西华鑫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90 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型肥料分公司

91 山西晋阳煤焦（集团）有限公司

92 山西恩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3 山西磊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4 山西省交城红星化工有限公司

95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96 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

97 孝义市鹏飞实业有限公司

98 山西金岩和嘉能源有限公司

99 孝义市盛世富源甲醇制造有限公司

100 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

101 孝义市晋茂化工有限公司

102 山西信发化工有限公司

103 孝义市金晖煤焦有限公司

104 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105 山西楼东俊安煤气化有限公司

106 山西东辉新能有限公司

107 山西星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山西焦煤集团五麟煤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9 山西金塔山福利煤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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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三维倾斜摄影建模指导要求

1.使用场景：选取 10 家企业，共计约 15km
2
，采用无人机倾

斜摄影技术，对指定的企业进行倾斜摄影实景三维模型构建。

2.实施依赖：要求选定的试点企业，配合省应急厅委托的第

三方技术单位派出的工作人员进行勘测活动。允许相关工作人员

可以进入企业的工业园区，完成三维倾斜摄影勘测所需的相关活

动。

三维倾斜摄影建模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灵石中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 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3 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4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5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6 长治市霍家工业有限公司

7 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8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9 山西榆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山西华鑫煤焦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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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视频网闸安装部署指导要求

2019 年实施的一、二级重大危险源企业视频监控网与上传

VPN 网络隔离，在企业上传视频图像硬盘录像机和企业视频监控

网络之间安装一台视频网闸，企业需配合上门安装网闸设备厂家

技术人员调试。

以下为本次需安装视频网闸企业名单：

序号 地市/区域 企业名称

1 朔州市 山西中煤平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2
忻州市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平液化分公司

3 山西道生鑫宇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4
大同市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大同液化分公司

5 同煤广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 阳泉市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7

临汾市

山西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

9 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0 益通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1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临汾液化分公司

12 临汾市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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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石化 中石化集团

14

晋城市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化工厂

15 晋城市鸿生化工有限公司

16 晋城华港燃气有限公司

17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田悦化肥分公司

18 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19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0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21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22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3 阳城县舜天达天然气有限公司

24 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5 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6 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7 山西金象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8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29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30 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31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分公司

32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33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4 吕梁市 孝义市晋茂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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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山西华鑫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36 山西庆华物流有限公司

37 山西磊鑫化工有限公司

38 山西恩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9 孝义市盛世富源甲醇制造有限公司

40 山西信发化工有限公司（氯碱厂）

41 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型肥料分公司

42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43
吕梁市

山西省交城红星化工有限公司

44 山西华鑫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晋中市 晋中市应急局

46 中石油 中石油集团

47 太原市 阳煤太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48

长治市

山西通洲集团兴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西富阳园科贸有限公司

50 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51 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

52 山西潞安精蜡化学品有限公司

53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襄垣县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5 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6 山西瑞恒化工有限公司（一期、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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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山西润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8 长治市霍家工业有限公司

59 山西襄矿集团沁县华安焦化有限公司

60

运城市

阳煤丰喜集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平陆分公司

61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闻喜分公司

62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猗分公司

63 山西丰喜华瑞煤化工有限公司

64 新绛县中信伟业化工有限公司

65 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66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7 山西恒强化工有限公司

68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盐湖区液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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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扩展接入范围部署指导要求

完成 2021 年部署任务。为深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

测预警系统应用，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

险监测预警系建设基础上，扩展接入储存氯酸钾、氯酸钠、硝化

棉等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仓库、接入所有储存硝酸铵的

危化品仓库、接入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装卸区（站台）

监测监控数据，补充接入所有联网企业其他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

监测数据以及报警信息等数据。新增接入数据包括：

1、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装置感知数据：国家重点监管

的 18 种危险化工工艺的关键安全参数实时监控数据、报警数

据、装置预警状态数据、安全仪表状态数据。

2、重大危险源仓库感知数据：主要包括涉及氯酸钾、氯酸

钠、硝化棉等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仓库、所有储存硝酸

铵的危化品仓库的可燃气体报警、有毒气体报警、温度、湿度、

视频监控数据。

3、重大危险源装卸区感知数据：主要包括涉及可燃液体装

卸区、液化烃装卸区、液化毒性气体汽车装卸区的可燃有毒有害

气体泄漏监测数据，液化烃装卸区车辆静电接地断开报警数据和

溢油报警数据。涉及重大危险源的装卸区应作为独立的网格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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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危险化学品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中作为危险源（如果不构成

重大危险源，则录入非重大危险源）录入，由登记系统进行统一

编码管理。

4、气体报警数据：主要包括全厂区所有点位的可燃有毒有

害气体泄露监测数据和报警信息。

5、视频数据：重点接入以下区域的视频:重大危险源储存单

元、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装置区内视频；企业值班监控中心视

频；化工园区值班监控中心视频。视频采集范围还应包括进出口

大门、重要通道、消防泵房、消防值班室、危险化学品装卸区域

等。

扩展接入企业范围：所有涉及一、二、三、四级重大危险源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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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1年 9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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