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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规范》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一）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我省政府安委会印发

的《全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集中整治方案》（鲁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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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8 号）和《山东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停车场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指导、规范全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车辆停车场的安全管理，系统治理各类安全问题隐患，坚

决遏制事故发生，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能力。

由于近年国内化工园区快速发展，化工行业产业产品升

级和技术更新加速，化工企业装置规模日益增大，产业链延

伸更长，产品精细化程度增高，直接导致各种危险化工原材

料物流道路运输量的急剧上升。急剧增加的危险化工原材料

运输车辆与省内有限的道路、停车场用地资源产生了巨大的

矛盾，出现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车辆“本质挂靠经营”、人

员“无证上岗”、车辆不符合国家规定上路运行和停车场建

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同时也给相关主管部门带来安全监管

方面的严峻挑战。

经调研、梳理并归纳“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现

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1.如何确定“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停车场”的功能定位，明确性质、管理、运行和责任主体；

2.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的选址、总体布置、功

能区分、配套安全、环保、消防、信息化设施等；“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在验收、运营维护及管理等方面的要

求；3.由于缺少“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设计规范和

标准，项目在研究可行性、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营

维护及管理等环节上都存在无据可依的问题。如何有效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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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及管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停

放、轮候处置、配套服务等场地设施已势在必行。因此，编

制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规范》团体标准是对

现有法规的完善和补充，可以为规划设计、场区设计、工程

建设和行业管理部门提供依据。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提出并归口，由山

东滨州航远物流有限公司、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

东营市海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织起草，按计划于2021

年11月底前完成。

（三）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1.主要起草单位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山东滨州航远物流有限公

司、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东营市海科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

2.主要起草人

侯鹏，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秘书长，负责标准起

草的总体工作，指导起草标准编制计划、落实标准起草进度、

召集标准讨论会、征求意见等。

张思礼，山东滨州航远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标准

内容编制。

陈继珺，山东航天九通车联网有限公司产品中心副总经



6

理，负责标准内容编制。

程金杰，东营市海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负责标

准内容编制。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工作组

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山

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物流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组成标准

编委会，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编委会和工作组吸收了我省

相关科研机构以及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在明确目标和

内容后，依据工作组参与人员的专业、技能、人数等确定了

成员、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2、筹备起草

编制工作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明确了标准编

制的思路、措施和要求。同时收集整理了我国有关的法律法

规以及国家、行业、山东省关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

的相关政策文件、领导讲话、标准以及论文等文献资料，深

入了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的相关资料。

3、开展调研

标准工作组先后采用现场调研、电话调研等方式对全省

及滨州、东营、淄博各地的停车场建设现状展开调研，了解

省内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管理现状、停车场运行过程中的难

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选取滨州航远公司为标杆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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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调研，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情况有了更加

充分的了解。调研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a)大部分化工园区未建设危险品停车场，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多暂时停放在道路两旁，对园区安全管理和环境保

护构成威胁。化工园区认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的建

设是十分必要的。

(b)部分化工园区采取了封闭化管理措施，对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提出管制要求。而有些园区的相关单位对危险品

运输车辆停车场没有明确的概念，不清楚相关的职责，不知

道该做些什么事，管理哪些内容，存在责任不明，相互推诿

的现象

(c)部分化工园区提出，标准的编制应针对园区的情况

提出因地制宜地建设要求。尤其是针对已建园区，应考虑其

用地面积较少这一现实情况。

(d)运输企业的司机提出，危险化学品停车场应引入更

多的功能，如清洗、维修、加油、加气、司机休息室等，实

现多元化发展模式。

(e)经与走访化工园区进行了标准初稿的探讨，提出希

望能够对“空车”比例、防火措施、安全措施等作出明确规

定。

4、形成标准草案

在全面梳理相应政策文件、文献资料以及实地调研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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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结合我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建设工作实际情

况，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界定，进一步确定标准的框架及主

要内容，在遵循规范性、科学性和尊重实际原则的基础上，

最终完成了标准草案的起草工作。

5、召开研讨论证

标准工作组多次召开成员内部讨论会，对标准草案进行

了认真讨论，并邀请有关科研院校、标准化技术机构等有关

专家对标准进行讨论与修改，尤其对标准的制定格式、框架

架构、标准化用语的使用等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起草组成

员不断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及理由

（一）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要求编制，参考《化

工园区危险品车辆停车场建设标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团体标准进行编制，做到标准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内

容具体。

2.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团体标准，作为公共服务类标准，应起到规范

与促进的作用。因此，标准编制遵循通用性原则，立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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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不仅术语、定义等统一，而且从全省的停车场建设要

求、服务机构要求、人员要求、服务内容等方面提出具体的

要求。

3.实践性原则

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实施，而应用实施的关键是标准

内容要科学适用、实践性强。本标准编制坚持实践性原则，

编写过程中充分识别服务提供过程中服务对象（司机）潜在

的期望和需求，尊重停车场实际运行模式和管理经验，充分

考虑其实际可操作性。

3． 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量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停车场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进行

综合提炼，体现前瞻性和引导性特点，填补省内关于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管理的标准空白。

4． 协调性原则

标准编制在参考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我

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工作中的现状和需求进行编

写，标准中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国家、山东省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协调一致，是对上级要求的细化、优化。

（二） 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功能定位、建设规模与项目构

成、项目选址与规划布局 、建筑标准、安全防护、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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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配套公共设施等。其中：

使用功能定位——明确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

是我省各地市重要基础配套设施，同时也是是化工园区企业

运输车辆停车场及公共服务区允许停放危险化学品车辆的

补充。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根据停车位的数量进行了规

模的分类；项目构成主要包括：停车基本设施、安全防护设

施、环境保护设施、消防设施、管理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和

智慧化管控系统、配套公用设施。

项目选址与规划布局——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

的特殊性及安全性的考虑，项目的选址、停车场内部相关设

施之间的安全距离、防火距离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总体

的布局（基本要求、交通组织、侯检区、停车区、辅助配套

区、管理区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建筑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用地

要求、建筑标准，明确了停车场的设计指标、对地面的要求、

建筑结构要求和建筑材料要求。

安全、环保、消防——规定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

场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配套、应急救援及智慧化管

控系统相关措施与要求。

安全防护中的项目包括开展危险性的风险分析和评估、

防雷、防静电、预防和救灾设施、防护装备及应急器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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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物资、危险化学品的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的监控与检测

等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环境保护中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分类处理，废水处理

池以及地下污水管道、事故水管道、事故水池等重点污染控

制区的防渗处理、洗罐废气收集、清洗残液处理等做了具体

的规定，可有效控制对环境的污染。

消防配套中结合不同保护对象的特点及介质不同，规定

了多种消防站型式和灭火器种类，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管理维护方便。对消防炮的流量及固定式消防炮

的布置要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以达到更好地消防效果。

智慧化管控系统中包括车辆预约管理系统、入场检查管

理系统、车辆引导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消防管理系统、安

全管理系统、环保监控管理系统、出场结算系统、智能疏散

引导系统、应急救援管理系统等子系统。对系统进行前瞻性

的要求，以达到全面监控、全面覆盖及全面运行的自动化系

统。

安全管理——明确了危险化学品车辆停车场的准入制

度、安全管理和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和内容。

配套公共设施——明确了危险化学品车辆停车场内必

要的公共设施包括：给水、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交通工

程设施等。

（三） 确定依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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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第 47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4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

院令第 709 号)、《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36 号）、《山东省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车辆停车场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

本标准遵照国家、我省有关的法律法规，以《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标准为基础，参考《化工园区危险品车辆停

车场建设标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进行编

制， 立足于停车场工作现状，同时充分关注其发展趋势，

并积极借鉴省内外先进做法，使本标准能够恰当反映停车场

多方位的服务功能，同时又能有效规范其服务行为，提高服

务质量，促进停车场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与本标准有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有：GB 2894 安全标

志及其使用导则、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

用导则、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GB 12348 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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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50014 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67 汽车

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156 汽车加油加

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JG 539 数字指示秤

三、 主要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是立足于省内各个地市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内外

先进经验，总结事故经验教训所制定的，为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安全管理提供指导。在该标准制定过程中，走访多家企

业、化工园区，咨询并采纳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专家的建议，

面向企业一线，具有可操作性。该标准能指引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车辆停车场相关单位的工作开展，从而降低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提高危险化学品运输停车

场的安全系数和环境保护管控水平。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的设置将加强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的统一管理，规范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场内秩

序，有效提升公共安全管理质量并减少安全隐患，预防和减

少事故发生的风险。同时通过设置相应安全、消防、环保和



14

智慧化管控配套设施，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提供清洗、维

护等专业化服务，并对产生的污水、气体进行回收，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并对运营维护及管理方面提出要求和具体内容，

对安全、科学、合理规划、建设、运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停车场”意义重大。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 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目前，尚无国家、行业和省内地方标准。该标准与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配套使用，相

互支撑。

六、 标准编制过程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七、 团体标准作为推荐性山东省地方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草案通过审查后，作为推荐性山东省地方标

准立项发布。

八、 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宣贯活动，使危

险化学品运输停车场所涉及单位了解标准，使用标准，同时

反馈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和问题，为标准的修订提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