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许可信息公示 （2022年5月27日至2022年6月2日）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名称 编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限自 有效期限至 备注

1 天津联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津）WH安许证字〔2006〕

DG0010
二氧化碳[液化的](4万吨/年）生产 2021年04月30日 2024年04月29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津）WH安许证字〔2012〕

DG0094

甲烷（50.8万吨/年）、氢气（5.52万吨/年）、乙烯（128.17万吨/年）、丙烯（53.34万吨/年）、碳五（16.9万吨/年）

、混合苯（46.96万吨/年）、碳九（13.149万吨/年）、丁二烯（20万吨/年）、液化燃料气（1.7万吨/年）、甲基叔丁基

醚（12.9万吨/年）、1-丁烯（5.3万吨/年）、碳四（剩余碳四）（3.8万吨/年）、异丙基苯（30万吨/年）、苯酚（22万

吨/年）、丙酮（13.57万吨/年）、污苯（3584吨/年）、环氧乙烷（11万吨/年）、苯乙烯（3.5万吨/年）；中间产品：

碳四（混合碳四）（34.58万吨/年）、粗裂解汽油（56.6万吨/年）、碳四（抽余碳四）（18.3万吨/年）   

生产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北围堤路西235号

2021年03月26日 2024年03月25日 变更许可范围

3 天津高德茂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津）WH安许证字〔2016〕

JH0074
氰化亚金钾（4.68吨/年）、柠檬酸金钾（氰化亚金钾75%，柠檬酸钾25%）（4.68吨/年）生产 2022年05月31日 2025年05月30日

延期换证、变更许可

范围

4 天津市东方广诚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津）WH安许证字〔2009〕

BC0133
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300吨/年)生产 2022年06月01日 2025年05月31日 延期换证

5 天津广阜新业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4]00076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高锰酸钾***

其他危险化学品：一氯二氟甲烷、异丁烷、丙烷、二氯四氟乙烷、二氯一氟甲烷、氯二氟甲烷和氯五氟乙烷共沸物 、氯四

氟乙烷、三氟甲烷、一氯三氟甲烷、1,1,1-三氯乙烷、1-氯-1,1-二氟乙烷、二氯二氟甲烷、二氯甲烷、二氟甲烷、1-氯-

2,2,2-三氟乙烷、二氯二氟甲烷和二氟乙烷的共沸物 [含二氯二氟甲烷约 74%]、氢氟酸***

2022年05月31日 2025年05月30日 延期

6 天津市嘉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9]001330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硼氢化钠、重铬酸钾***

其它危险化学品：乙醇（无水）、甲醇、四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氢呋喃、四氯化碳、二氯甲烷、二异丙胺、N,N-二甲基

对苯二胺、N,N-二乙基对苯二胺盐酸 、盐酸-1-萘乙二胺、石油醚、硝酸钴、过硫酸钠、异丙醇、正庚烷、溴酸钾、碘酸

钾、二碘化汞、苯、二碘甲烷、三碘甲烷、氢氧化钠、氢氧化钾、1,2二甲氧基乙烷、N,N二甲基苄胺***

2022年05月30日 2025年05月29日 重新申请

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大张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3]00013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19年10月11日 2022年10月10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通利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54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6月03日 2023年06月0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城南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6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3日 2023年01月2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东城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17日 2023年01月16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福源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6]000134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1年07月19日 2024年07月18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恒源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10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3日 2023年01月2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华静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4]000133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10月19日 2023年10月18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县加油中心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6]00013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1年07月30日 2024年07月29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交通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14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25日 2023年05月24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利源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12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8日 2023年01月2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三里庄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3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13日 2023年01月1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尚庄子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0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8日 2023年01月2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1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王口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2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11日 2023年05月10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夏官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4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8日 2023年01月2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杨家园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1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25日 2023年05月24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义渡口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1]000113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18日 2023年05月1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九州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2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靳官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25日 2023年05月24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津静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3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8月12日 2023年08月11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唐官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4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6月03日 2023年06月0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刘家房子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9]00011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1年08月13日 2024年08月1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杨成庄大桥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37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6月02日 2023年06月01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2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鑫盛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0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18日 2023年05月1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山城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8]000132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6月02日 2023年06月01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

公司宝坻南城西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22]001450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2年05月31日 2025年05月30日 初次申请

3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亨达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5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11日 2023年05月10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十里堡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36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5月11日 2023年05月10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静海津涞路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130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0年01月28日 2023年01月27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宁河迎宾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11]00007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2年05月27日 2099年12月31日 注销

3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

司宁河丰台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2004]000083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
2022年05月27日 2099年12月31日 注销

37 吉辰智能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 （津）FM安许证字（2013第0648） 测井 2019年09月04日 2022年09月03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38 天津合力北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 （津）FM安许证字﹝2021第0777﹞ 钻井、井下作业（修井） 2021年12月2日 2024年12月1日 变更地址

39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油气

合作开发分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 （津）FM安许证字2008第0494 管道储运 2020年11月13日 2023年11月12日 变更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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