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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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条件审查意见书

津应急危化项目安条

审字〔2022〕003号
15万吨/年CHP法制环氧丙烷装置项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2022年06月16日 2024年06月15日

2
田村电子材料（天津）有

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

（津）WH安许证字〔

2014〕KJ0017

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助焊剂（324吨/年）、稀释剂

（324吨/年）]生产
2020年12月25日 2023年12月24日

变更许可

范围

3
天津市华泽海祥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4]001126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六亚甲基四胺、高锰酸钾、硝酸钾、重铬酸钾、发烟硝酸、硝酸***

其他危险化学品：氨基磺酸、苯、苯胺、苯并呋喃、苯酚、苯酚溶液、2-苯基丙烯、2-苯

基苯酚、苯乙腈、苯乙炔、苯乙烯[稳定的]、吡啶、变性乙醇、1-丙醇、2-丙醇、丙酸

、丙酸乙酯、丙酮、丙烷、丙烯、次磷酸、次氯酸钡[含有效氯＞22%]、次氯酸钙、次氯

酸钾溶液[含有效氯＞5%]、次氯酸锂、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二碘化汞、1,2-

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2,3-二甲苯酚、2,4-二甲苯

酚、2,5-二甲苯酚、2,6-二甲苯酚、3,4-二甲苯酚、3,5-二甲苯酚、2,5-二甲基呋喃、

铬硫酸、铬酸溶液、过二硫酸钾、过硫酸钠、过氯酰氟、过氧化氢异丙苯[90%＜含量≤

98%,含A型稀释剂≤10%]、过氧化氢异丙苯[含量≤90%,含A型稀释剂≥10%]、环己基异丁

烷、1-环己基正丁烷、环己酮、环己烷、环己烯、环戊酮、甲苯、甲醇、4-甲基苯乙烯

[稳定的]、甲基异丙基苯、甲醛溶液、甲酸、连二亚硫酸钠、硫酸、硫酸汞、硫酸氢钠、

硫酸氢钠溶液、硼酸、氢氧化钾、氢氧化钾溶液[含量≥30%]、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

[含量≥30%]、2,4,4-三甲基-2-戊烯、1,2,4-三甲基苯、1,3,5-三甲基苯、2,2,4-三甲

基戊烷、三氯甲烷、砷、四氢呋喃、1-戊炔、盐酸、乙醇[无水]、乙腈、乙硫醇、乙醚、

乙酸[含量＞80%]、乙酸溶液[10%＜含量≤80%]、乙酸乙酯、乙酸异戊酯、乙烯、4-乙烯

-1-环己烯、异丙基苯、异丁烷、异丁烯、异辛烷、异辛烯、正丁醇、正己烷、正磷酸、

氢氟酸、丙二烯[稳定的]、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1,3-

丁二烯[稳定的]、1-丁炔[稳定的]、2-丁酮、1-丁烯、2-丁烯、2-丁烯-1-醇、2,2-二甲

基丙烷、N,N-二甲基甲酰胺、二甲醚、二硫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压缩

的或液化的]、二氧化碳和环氧乙烷混合物、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二乙硫醚、氦[压缩

的或液化的]、环丙烷、环戊烷、环氧乙烷、环氧乙烷和氧化丙烯混合物[含环氧乙烷≤

30%]、2-己烯、2-甲基-1-丙醇、3-甲基-1-丁醇、2-甲基丁烷、甲基叔丁基醚、甲硫醇

、甲硫醚、甲烷、硫化氢、氯化氢[无水]、氢、氢气和甲烷混合物、噻吩、羰基硫、1-戊

烯、氩[压缩的或液化的]、氧[压缩的或液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和四氧化二氮混合

物、一氧化二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乙醛、乙炔、乙

烷、正丁烷、正戊烷、氨溶液[含氨＞10%]、2-丙醇、2,4-二硝基苯肼、二异丙胺、氟化

钠、氯化钡、1-萘胺、三氯化铁、三氯化铁溶液、四氯乙烯、4-硝基苯酚、亚硫酸氢钠、

液化石油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

2022年06月13日 2025年06月12日 重新申请

4
天津市洲商进出口有限公

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9]00133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硝酸***

其他危险化学品：次氯酸钙、次氯酸钠、二氯异氰尿酸、三氯异氰脲酸***

2022年06月14日 2025年06月13日 延期

5
天津市利清工业气体销售

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3]00086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过氧化钾、过氧化钠、硫磺***

其他危险化学品：丙烷、液化石油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氧[压缩的或

液化的]、乙炔氩[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

、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氦[压缩的或液化的]、天然气[富含甲烷的]（限于工业生产原

料等非燃料用途）***

2022年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重新申请

第 1 页，共 4 页



6
天津泽易生化工贸易有限

公司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07]000786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锌粉***

其他危险化学品：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

℃]***

2022年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延期

7
天津茂润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4]001253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高锰酸钾、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过氧化钠、硫磺、镁***

其他危险化学品：二氯甲烷、三氯甲烷、甲醇、苯、乙醇（无水）、盐酸、苯酚、苯酚溶

液、1-丙醇、环己酮、氢氧化钠、2-丙醇、 2-丁醇、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

丙二醇乙醚、苯甲酰氯、 丙醛、苯胺、 丙酮、次氯酸钙、2-丁酮、乙醚、乙醛、二甲苯

、 二硫化钛、二硫化碳、环氧乙烷、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环已烷、2-已酮、甲

苯、 2-甲基-1-丙醇、甲酚、甲烷、硫酸二甲酯、硫酸二乙酯、氯乙酸、丙烷、丙烯***

2022年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重新申请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天然气销售天津分公

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7]001047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其他危险化学品：天然气[富含甲烷的]***
2020年03月02日 2023年03月01日

变更主要

负责人

9
天津市恒泰华丰商贸有限

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3]00120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剧毒化学品：氯***

易制爆化学品：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硫磺、硝酸、高锰酸钾、氯酸钠、氯酸钠溶液

***

其他危险化学品：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氩[压缩的或液化的]、乙炔、盐酸、硫酸、钠石

灰[含氢氧化钠＞4%]、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氢氧化钠、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

＞5%]、液化石油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天然气[富含甲烷的]（限于工

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甲醇、乙酸[含量＞80%]、乙酸溶液[10%＜含量≤80%]、乙

醇[无水]、乙酸乙酯、甲醛溶液、苯、溶剂油[闭杯闪点≤60℃] 、1,2-二甲苯、 1,3-

二甲苯、 1,4-二甲苯、三氯化铁、三氯化铁溶液、正丁醇、2-丁醇、乙酸正丁酯、苯酚

、醇酸漆稀释剂、聚酯漆稀释剂、氨基漆稀释剂、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

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

2022年06月16日 2025年06月15日 重新申请

10
天津市相邦伟业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9]001455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 镁、锌粉、锌灰***

其他危险化学品：苯、苯酚、苯乙烯[稳定的]、2-丙醇、丙酮、丙烷、丙烯、粗苯、

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环氧乙烷、甲苯、甲醇

、甲基叔丁基醚、硫酸、煤焦油、氢氧化钠、溶剂苯、溶剂油[闭杯闪点≤60℃]、石脑油

、石油醚、盐酸、乙醇[无水]、异丁烷、正己烷、正戊烷、重质苯、正丙苯、正丁烷、氨

、1-丙醇、氮[压缩的或液化的]、2-丁醇、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氦[压缩的或液

化的]、环丙烷、环丁烷、硫磺、煤气、煤焦沥青、汽油、乙醇汽油、甲醇汽油、煤油、

柴油[闭杯闪点≤60℃]、氰、1,3,5-三甲基苯、生松香、石油气、石油原油、松焦油、

松节油、松油、碳酸二甲酯、天然气[富含甲烷的]、乙烷、乙烯、氧[压缩的或液化的]、

正丁醇、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

2022年06月16日 2025年06月15日 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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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津市北海科贸发展有限

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07]000798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无存储场所）

易制爆化学品: 硝酸、发烟硝酸、高氯酸[浓度＞72%]、高氯酸[浓度50%～72%]、高氯酸

[浓度≤50%]、硫磺、高锰酸钾、高锰酸钠、硝化纤维素[干的或含水（或乙醇）＜

25%]***

其他危险化学品：苯、苯-1,3-二磺酰肼[糊状,浓度52%]、苯胺、苯并呋喃、1,2-苯二胺

、1,3-苯二胺、1,4-苯二胺、1,2-苯二酚、1,3-苯二酚、1,4-苯二酚、1,3-苯二磺酸溶

液、苯酚、苯酚溶液、苯酚二磺酸硫酸溶液、苯甲醚、苯甲酸汞、苯甲酸甲酯、苯甲酰氯

、1-丙醇、2-丙醇、1,2-丙二胺、1,3-丙二胺、丙二醇乙醚、丙二腈、丙二酸铊、丙二

烯[稳定的]、丙醛、丙炔和丙二烯混合物[稳定的]、丙炔酸、丙酸、丙酮、丙烷、丙烯、

碘酸、丁基甲苯、2-丁炔、1-丁炔-3-醇、丁酸丙烯酯、丁酸酐、丁酸正戊酯、2-丁酮、

二苯胺、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2,3-二甲苯酚

、N,N-二甲基异丙醇胺、2,3-二氯苯胺、2,4-二氯苯胺、2,5-二氯苯胺、2,6-二氯苯胺

、3,4-二氯苯胺、3,5-二氯苯胺、二氯苯胺异构体混合物、二氯化乙基铝、2,4-二氯甲

苯、2,5-二氯甲苯、2,6-二氯甲苯、3,4-二氯甲苯、α,α-二氯甲苯、二氯甲烷、二异

丙醇胺、二正丁胺、N,N-二正丁基氨基乙醇、二-正丁基过氧重碳酸酯[含量≤27%,含B型

稀释剂≥73%]、2-呋喃甲醇、氟代苯、氟代甲苯、氟锆酸钾、钙、金属钙粉、钙合金、

铬硫酸、过氧化甲基乙基酮[10%＜有效氧含量 ≤10.7%,含A型稀释剂≥48%]、过氧化甲

基乙基酮[有效氧含量≤10%,含A型稀释剂≥55%]、过氧化甲基乙基酮[有效氧含量≤

8.2%,含A型稀释剂≥60%]、环丙基甲醇、甲苯、甲苯-2,4-二异氰酸酯、甲苯-2,6-二异

氰酸酯、甲苯二异氰酸酯、甲苯-3,4-二硫酚、2-甲苯硫酚、3-甲苯硫酚、4-甲苯硫酚、

甲醇、硫酸、3-甲基-2-丁酮、3-甲基-6-甲氧基苯胺、甲烷、氯代正己烷、1,2,3-三氯

代苯、1,2,4-三氯代苯、1,3,5-三氯代苯、1,2,3,4-四氯代苯、1,2,3,5-四氯代苯、

1,2,4,5-四氯代苯、盐酸、盐酸-1-萘胺、盐酸-1-萘乙二胺、盐酸-2-氨基酚、盐酸-2-

萘胺、盐酸-3,3'-二氨基联苯胺、盐酸-3,3'-二甲基-4,4'-二氨基联苯、盐酸-4-甲苯胺

、盐酸苯胺、乙醇[无水]、乙醇钾、乙醇钠、乙醇钠乙醇溶液、乙二醇单甲醚、乙二醇二

乙醚、乙二醇乙醚、2-乙基苯胺、N-乙基苯胺、2-乙氧基苯胺、3-乙氧基苯胺、4-乙氧

基苯胺、异辛烷、正庚烷、正己烷、正戊胺、正辛烷***

2022年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重新申请

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石油分公司玛钢路

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06]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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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延期申请

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石油分公司河东中

北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07]000380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

运输工具用乙醇汽油***
2022年06月15日 2025年06月14日 延期申请

14

中石化津福（天津）成品

油销售有限公司盛塘路加

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6]0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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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6日 2025年06月15日 延期申请

15
天津市宇祥加油站有限公

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1]00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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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3日 2023年03月12日

变更主要

负责人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武清

石各庄服务区二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8]0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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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14日 2099年12年31日 注销

1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武清

石各庄服务区一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18]00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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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14日 2099年12年31日 注销

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石油分公司静海泰

顺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津危化经字

[2006]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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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16日 2099年12年31日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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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德安圣保安全卫生

评价监测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 APJ-（津）-015 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化学品及医药***** 2020年01月19日 2025年01月18日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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