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海察局
坐车L.~ bb 号
20.>.心年7 月 b n

交海规 (2020J 9 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

可移动罐柜安全运输要求(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事局，各直

属海事局，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

现将《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安全运输要求(试行) >>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

2820 年 7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

安全运输要求(试行)

为保障船舶载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以下称 ILNG 罐柜)

运输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LNG 罐柜水路运销试点工作实

践，确定以下整船载运 LNG 罐柜安全运输要求。

一、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从事整船载运 LNG 罐柜的活

动，适用本运输要求。其中，整船载运 LNG 罐柜系指 1:

(一)船舶仅载运 LNG 罐柜。

(二)船舶同时载运 LNG 罐柜和其他货物，其中 LNG 罐柜的

载货量(以标准集装箱计)超过该船舶甲板可载货量的 50% ，或者

海上载运 100 个、内河载运 50 个及以上 LNG 罐柜。

二、LNG 罐柜托运安全要求

(一)LNG 罐柜符合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和

《川年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时规定。川罐叫经船舶检验

机构(内贸运输还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并持有有

效的检验证书。

(二)LNG 罐柜设有对货物压力、温度等信息进何实时监测的

货物信息监测系统。

(三)装船前，LNG 罐柜符合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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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的 LNG 罐柜托运条件。托运人根据充装时间、充装率、

充装压力和参考维持时间等信息，确定 LNG 罐柜的剩余维持时

间，告知承运人。 LNG 罐柜的剩余维持时间应当大于正常装卸货

物、航行时间以及船舶遏意外情况可能造成的延误时间之和。

〈四〉禁止在船上进行u、~G罐校内货物的充装或者释放作业。
三、船舶安全运输要求

〈一〉以下类型船舷可从事整船载运 LNG 罐柜(以不统称

LNG 罐柜船舶):

1.现有集装箱船。
2.新建或者改建的船舶，其中，改建的其他类裂船舶的船龄不

得超过 12年。

〈二)LNG 罐校船舶按照规定持有有效的船舶载运危险货物

运装证书。

〈三〉船舶载运LNG 罐柜符合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

规则》积载与隔离的规定。 LNG 罐柜积载便于船员在航行过程中

对 LNG 罐柜进行监控，在紧急状况下可开展应急操作。 LNG 罐

柜与生活处所距离不小子 3 米，LNG 罐柜罐体距离船舶船舷的垂

直水平距离，不小子一个箱位 (2.4 米〉。

〈四)LNG 罐柜船舶设置可燃气体及低温监测报警装置，及时

发现 LNG 泄漏;采取防低温损伤措施，设置具有针对性的喷淋设施，

避免意外情况下泄漏的低温液体与甲板、舱盖板和其他船体结构发生

直接接触史并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护、消防和人员防护等设各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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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NG 罐柜船舶在驾驶台装有能够收集所载 tNG 罐柜压
力、温度、剩余维持时间等实时数据信息的设备，该设|接应当具备

相应的声光报警功能。船舶生活处所靠近 LNG 罐柜卡一例墙体应
具备防爆、密封能力。船舶面向 LNG 罐校的门窗应抖够紧闭，
空调系统应能够及时有效切换至内循环状态。

〈六)装船前，LNG 罐柜船舶应当对 'LNG罐柜的检验证书、外
观斗压力指示、温度指示、剩余维持时间标识以及防低温|损伤措施等

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满足相关规定，并将检查记录则可年各查。

四、航运企业安全管理要求

〈一〉建立并运行符合有关规定的安全和防污染管理体系，持

有相应的符合证明和安全管理证书。

〈二)加强岸基管理能力

作培训11合格或者有两年及以

安全管理工作经验的岸基支

运危险货物船敖元被滞留情

跟踪船舶"名单，未发生负对

未因安全管理问题被审核发证机构实施附加审核。

〈三〉制定LNG 罐柜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应急胡作程序，并

纳入公司和船舶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囚〉对船员进行专项培训、考核或者评估，并留存拉应记录。

五、船员要求

在 LNG 罐柜船舷上任职的船员，接受 LNG 罐校运输安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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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培训，培训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国际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二)LNG，的特点与危险性溃、LNG 罐柜运输要求。

〈三)LNG 罐柜装卸、载运操作规程和货物管理要求。
〈四)LNG 罐柜事故应急处置方法和程序等。
六、船随航行安全要求

〈一)LNG 罐柜船舶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作业时，应当落实
当地海事管理权 A构公布的安全保障措施。

〈二)LNG 罐柜船舶不得迸出不具有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
货物规则》中 2~1类危险货物〈以下简称 2. 1 类危险货物〉装卸作

业资质码头的港口。

七、LNG 罐柜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要求
〈一)LNG 罐柜在港口装卸堆存，港口企业应依法取得 2.1类

危险货物装卸作业资质 p按有关标准堆存。没有堆存条件的，在港

口装卸作业采用直装直取方式进行，不得在港内堆存， LNG 罐校

和载有 LNG 罐柜的车辆不得在港区内滞留。

〈二〉港口企业应根据《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等相关标准规范中关于危险品码头的要求，配备安全、消防和应急

设备设施，采取防火、防爆、防静电等安全措施。消防设备设施中，

配备与 L:t'‘~G危险特性和港口装卸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

统和消防水炮、子粉、高倍数泡沫等灭火系统。

〈三)LNG 罐柜船舶靠泊码头，与其他货类船舶闵净间距，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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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子 200 米，河港不小子 150 米，LNG 罐柜港口作到区边缘线与

有明火及散发火花的建〈构〉筑物及地点的防火!可距不小子 80米。
〈囚)LNG罐柜装卸作业期间，作业区域应实行封闭式管理，

设置明显标志，禁止烧火作业，禁止无关人员、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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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温、雷雨、台风等不良安全作业条件下，港口企业应停止

LNG 罐柜装卸作业。
八、港口企业 LNG 罐板装卸作业安全管理要求
〈一〉港口企业要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和 2. 1 类危险货物

集装箱的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一级立近三年

内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朱列入安全生产联合惩戒名单。

(二〉港口企业要具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书的装卸管理人员，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具有相关危险货物安全生

产知识和能力。

〈三〉港口企业建立船岸会离制度和机制暨与船方共同开展船

岸安全检查，经双方确认安全后，进行作业。作业期间，对船岸安

全状况，定期进行通报和会窝。

〈四)LNG罐柜装卸作业前，港口企业制定港内装卸运输作业专
项方案，合理确定港内行车路线和车辆疏港安全通道，保持通道畅通。

〈五〉港口企业要对进港载运 LNG 罐柜车辆进行登记，核对
检查车辆外观和运营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和身份信息。车辆进

入港区从事 LNG 罐柜运输作业前，驾驶员应经过专门的安全教
育培训，了解港口安全作业要求和 LNG 罐校的应急处置措施 z车

辆应安装火花熄灭装置或采取防火花措施，以及防静电措施。

〈六〉港口企业应对 LNG'罐校港内装 r卸、运输作业进行监控，

落实一罐一查制度，安排装卸作业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指挥。 LNG
罐柜信息监测系统中罐体内压力、温度、液位等信息和维持时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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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传送港口企业。港口企业应接收 u吗G罐校的相关|安全监测信
息;作业期间，应通过上述相关安全监测信息了解罐柜的安全状况。

(七)LNG、罐柜船舶靠治码头作业时啻至少有一般|消防船或消

拖船实施值守。

九、港口企业蔡故应急要求

(一〉港口‘企业应合理设置专门的应急处登场所，配备专业技

业专职消防队建立应急救援机制。作业期间，鼓励货洋双方经过

协商

泄漏〉、

火灾和爆炸事故等专项事故应急预案，并与船方、货方 l等相关方建
立联合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分工和应急责任，定期开在应急演练

〈包括与相关方联合开展应急演练)。

〈三〉港口企业应开展相应的应急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 LNG

的危险特性和基本应急防护措施、 LNG 罐柜事故应急处置程序和

应急处置措施。

本要求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抄送 z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留家能探局，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 m公司、中国石治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皆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船东协会、中黯港口协会，都属各单位，可内各司局。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0 年 7 片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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