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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办公室
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
法处置违法行为的通告》的通知

各县市区(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成员单位：

按照全省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安排，全市城镇燃

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现将《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

规依法处置违法行为的通告》印发，并将不同燃气责任主体的

通告分解，请各县市区（园区）结合实际印刷张贴，加强宣传。

附件：1.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法处置违法行

为的通告（燃气和燃气具经营者部分）

2.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法处置违法法

行为的通告（燃气用户部分）

3.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法处置违法行

为的通告（工程建设部分）

4.绵阳市燃气监督卡

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办公室（代章）

2022 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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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

关于严格遵守燃气安全法律法规依法处置

违法行为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燃气安全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市场秩序，

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四川

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燃气（燃气具）经

营者、燃气用户、工程建设及施工单位主要安全责任、法律责

任通告如下：

一、主要安全责任

（一）燃气（燃气具）经营者主要安全责任

1.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取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

2.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并

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每两年为燃气用户免费提供至

少一次入户安全检查，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

3.燃气经营者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

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燃气

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经营者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燃气安全事



—— 3 ——

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其燃气

管理部门。

4.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设施监测和检查等制度，

按照国家标准对燃气设施进行巡查、监测、维护、保养、检修、

更新。燃气经营者发现燃气用户违反安全用气规定或者存在安

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告知燃气用户并提出书面整改建议。燃气

用户拒绝整改的，燃气经营者应当报燃气管理部门、应急管理

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等有关部门处理。

5.燃气经营者应当对其从事瓶装燃气送气服务的人员和车

辆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事瓶装燃气经营的企业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充装、装卸、运输等相关技术和

安全标准。瓶装燃气应当实行配送经营，由瓶装燃气经营者直

接向燃气用户配送（高层民用建筑应采用管道供气）。瓶装燃

气经营者应当建立燃气用户登记制度，对其供应的气瓶进行定

期检验。

6.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特种设备相

关法规、标准要求对使用的固定式压力容器、移动式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气瓶等特种设备进行管理和操作。

7.燃气等危险货物承运人应当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

的经营范围承运危险货物。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

应该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或者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

可。



—— 4 ——

8.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

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

人员，负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

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二）燃气用户主要安全责任

1.燃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燃气燃烧

器具、连接管和气瓶，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年限已

届满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单位燃气用户还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操作维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

能的培训。

2.燃气用户不得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不得擅自安装、

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不得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不得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等。

3.燃气用户应当配合燃气经营者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并对

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4.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

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三）工程建设及施工单位主要安全责任

1.工程项目施工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在开

工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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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

顶进、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燃

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

措施。

3.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

气设施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

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

4.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安装、拆除、迁移、改造燃气

设施。因工程建设确需迁移、改装或者拆除市政公共燃气设施

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改动方案，

报经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二、主要法律责任

（一）燃气（燃气具）经营者主要法律责任

1.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燃气经营者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

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

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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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燃气经营者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用于经营的燃气的；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的；未

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由燃气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或者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

位充装的瓶装燃气的，依照国家有关气瓶安全监察的规定进行

处罚。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罚款。

5.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

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的；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

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装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充装许可证。

6.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承运危险

化学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

或者未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的；燃

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燃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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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10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燃气用户主要法律责任

1.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

的燃气燃烧器具的；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

气计量装置的；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

装置的行为，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工程建设及施工单位主要法律责任

1.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违

法行为，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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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

政燃气设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

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

保护方案，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

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其他危及燃气安全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安全管理办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四川省燃气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置

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现将市工作组及各县市区（园

区）工作组燃气安全问题反映渠道公布如下：

方式一：“随手拍”

点击“四川建设发布”微信公众号（或住房城乡建设厅门

https://baike.so.com/doc/5354783-559024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4783-5590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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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网站），通过手机将发现的问题线索随手拍照并上传，后台管

理人员将问题线索反馈、移交至各地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

作组处置。“随手拍”流程如下：

1. 微信扫码关注“四川建设发布”

2. 点击公众号右下角“燃气井盖”

3. 拍照上传

方式二：热线电话

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组：

0816-2222228 2224488 18781125429

0816-2227793 13908118678 涪城区

0816-6087011 15386669816 游仙区

0816-4338173 13778020008 安州区

0816-6336162 18784071654 科技城新区

0816-2530839 15881644866 高新区

0816-8333651 18380495937 经开区

0816-2760921 18081249498 仙海区

0816-3252565 13990101080 江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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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5222537 13795778177 三台县

0816-5358371 15181630215 北川县

0816-8822233 13678134339 平武县

0816-8261325 13981810837 梓潼县

0816-7223721 13689681611 盐亭县

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燃气问题共同发现。希望广大人民群

众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积极提供燃气安全隐患线索。市工作组将

及时督促各地查明原因、加快整改，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