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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国务院发布）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严格管理民用爆炸

物品，预防爆炸事故的发生，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

子利用爆炸物品进行破坏活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特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用爆炸物

品，是指非军用的下列爆炸物品. （一）爆破器材，包括各类

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和爆

破剂； （二）黑火药、烟火剂、民用信号弹和烟花爆竹； （

三）公安部认为需要管理的其它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名

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公布。第三条 民用爆炸物品

（以下简称爆炸物品）是一种危险物品。对爆炸物品的生产

、储存、销售、购买、运输、使用，必须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实行严格管理。第四条 生产、储存爆炸物品的工厂、仓库，

应当建在远离城市的独立地段，禁止设立在城市市区和其它

居民聚居的地方及风景名胜区。 厂、库建筑与周围的水利设

施、 交通要道、桥梁、隧道、高压输电线路、通讯线路、输

油管道等重要设施的安全距离，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

的规定，在规定的安全距离内，不准进行爆破作业，不准增

建任何建筑物和其它设施。 现有生产、储存爆炸物品的工厂

、仓库的设置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

府负责召集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研究，限期解决。第五条 

生产、保管、使用和押运爆炸物品的职工，必须政治可靠、

责任心强、熟悉爆炸物品性能和操作规程。新录用的人员，



必须事先进行必要的技术训练和安全教育。第六条 爆炸物品

的安全管理，由各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炸物品

单位的主管领导人负责。 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

炸物品的单位，必须制定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建立安全岗位责任制，教育职工群众严格遵守，

并根据需要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安全员。第七条 各级公安机

关依照本条例规定，对管辖地区内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实施

监督检查。第二章 爆破器材的生产第八条 国家对爆破器材的

生产实行严格管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合理布局，归口

管理，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第九条 

建立民用爆破器材的工厂，必须由其主管部门提请所在地省

、市、自治区主管爆破器材生产的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

意，由兵器工业部根据国家计划审查批准，持批准文件和设

计图纸，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许可。经审查，符合本

条例规定的，发给《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向所在

地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照，方准

生产， 生产爆破器材的工厂进行改建，扩建时，必须事先经

兵器工业部批准和所在地县、市公安局以及有关部门许可，

方可施工。竣工后，经其主管部门会同所在地省、市、自治

区主管爆破器材生产的部门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检查验

收。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方准投入生产。 任何单位未按照前

款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一律不准生产爆破器材。严禁个人

制造爆破器材。第十条 生产爆破材工厂的厂房建筑必须符合

国家有关安全规范的规定，并根据所生产爆破器材的种类和

性能，设置相应的通风、降温、防潮、防火、防爆、避雷等

安全设施，车间内必须设有适当的太平出口。易于发生危险



各生产工序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拌药、碾药、烘

药、晾药等特别容易发生危险的工序，应建立严格的，操作

制度，认真执行。生产成品必须随时入库，不得在生产车间

存放。第十一条 生产爆破器材的工厂，必须建立严格的检验

制度，保证产品质量合格。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第十

二条 试验或试制爆破器材，必须在专门场地或专门试验室进

行。严禁在生产车间或仓库内试验或试制。在生产爆破器材

工厂外设置试验场地时，必须经所在地县、市公安局批准。 

新产品必须经省、市自治区主管爆破器材生产的部门技术鉴

定合格，由兵器工业部批准，并向公安部备案后，才能正式

生产。 氯酸盐类混合炸药，除经兵器工业部和公安部共同批

准者外，严格禁止生产。第三章 爆破器材的储存第十三条 爆

破器材必须储存在专用的仓库、储存室内，并设专人管理，

不准任意存放。严禁将爆破器材分发给承包户或个人保存。

第十四条 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破器材的单位，设立专

用爆破器材仓库、储存室时，必须凭县、市以上主管部门批

准的文件及设计图纸和专职保管人员登记表，向所在地县、

市公安局申请许可。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发给《爆

炸物品储存许可证》方准储存。第十五条 使用爆破器材单位

，临时存放爆器材时，要选择安全可靠的地方单独存放，指

定专人看管，并报所在地县、市公安局批准。临时小量存放

的，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没有公安派所的地方，向乡

人民政府备案。第十六条 储存爆破器材的仓库、储存室，必

须做到： （一）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收存和发放爆

破器材必须进行登记，做到帐目清楚，帐物相符。 （二）库

房内储存的爆破器材数量不得超过设计容量。性质相抵触的



爆破器材，必须分库储存。库房内严禁存放其它物品， （三

）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库区。严禁在库区吸烟和用火。严禁把

其它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带入仓库。严禁在库房内住

宿和进行其它活动。 （四）发现爆破器材丢失、被盗，必须

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第十七条 变质和过期失效的爆破

器材，应及时清理出库，予以销毁，在销毁前要登记造册，

提出实施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向所在地县、市公

安局备案，在县、市公安局指定的适当地点妥善销毁。第四

章 爆破器材的销售和购买第十八条 爆破器材属于国家计划分

配物资。县级以上（包括县级，下同）厂矿企业单位需用爆

破器材时，应当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向物资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由物资主管部门按计划调拨分配和组织供应。按照

国家分配计划签订的爆破器材供销合同，必须经物资主管部

门签证盖章，方为有效。合同副本应及时送所在地县市公安

局，以备查验。 严禁自由买卖，严禁企业自销，严禁用爆破

器材换取其它物品。第十九条 县级以下厂矿企业和农村基层

生产单位以及科研、文艺、医疗等单位需用爆破器材时，应

当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

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凭证向指定的供应点购买。第二

十条 经销爆破器材的供应点，由物资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和

有关单位协商定点，由所在地县、市公安局核发《爆炸物品

销售许可证》，向所在地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

续，领取营业执照，方准销售。出售爆破器材时，必须验收

公安机关签发的《爆炸物品购买证》。第二十一条 进口或出

口爆破器材，必须经兵器工业部审核批准和所在地省、市、

自治区公安厅（局）同意，向外贸部门申领进口或出口货物



许可证，海关依法实行监管，凭进口或出口货物许可证查验

放行。第五章 爆破器材的运输第二十二条 运输爆破器材， 由

收货单位凭物资主管部门签证盖章的爆破器材供销合同，写

明运输爆破器材的品名、数量和起运及运达地点，向所在地

县、市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方准运输。 按照

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购买爆破器材，需要运输的，应当在申

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的同时，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

输证》，凭证办理运输。 货物运达目的地后，收货单位或购

买单位应当在运输证上签注物品到达情况，将运输证交回原

发证公安机关。 在市内短途运输破器材时，可以免办《爆炸

物品运输证》，但必须事先通知市公局，并严格执行本条例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第二十三条 进口或出口爆破器材的运输

，托运单位应当凭兵器工业部批准的文件和外贸部门签发的

进口或出口货物许可证，向收货地或出境口岸所在地县、市

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方准运输。第二十四

条 承运单位凭 《爆炸物品运输证》，按照运输主管部门的有

关规定办理运输。需要派人押运的，托运单位应当派熟悉所

运爆破器材性能的人负责押运。第二十五条 运输爆破器材时

，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运载车、船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运输规则的安全要求。 （二）货物包装应牢固、严密。

性质相抵触的爆破器材不准混装在同一车厢、船舱内。装裁

载爆破器材的车厢、船舱内，不准同时载运旅客和其它易燃

、易爆物品。 （三）爆破器材应当在远离城市中心区和人烟

稠密地区的车站、码头装卸。装卸爆破器材的车站、码头，

由当地公安机关会同铁路，交通部门协商确定。 （四）装卸

爆破器材，应当尽量在白天进行，要有专人负责组织和指导



安全操作。装卸人员必须懂得装卸爆破器材安全常识；不懂

安全常识的人，必须事先经过教育。装卸现场，应当设置警

戒岗哨，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五）在公路上运输爆破器材

时，车辆必须限速行驶，前后车辆应当保持避免引起殉爆的

距离。经过人烟稠密的城镇，必须事先通知当地公安机关，

按公安机关指定的路线和时间通行。 （六）运输爆破器材在

途中停歇时， 要远离建筑设施和人烟稠密的地方，并有专人

看管，严禁在爆破器材附近吸烟和用火。第二十六条 严禁个

人随身携带爆破器材搭乘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轮船、飞

机。严禁在托运的行李包裹和邮寄的邮件中夹带爆破器材。

第六章 爆破器材的使用第二十七条 使用爆破器材的单位，必

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持说明使用爆破器材地点、

品名，数量、用途、四邻距离的文件和安全操作规程，向所

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方准

使用。第二十八条 爆破作业，必须由经过考核合格的爆破员

担任。 厂矿企业的爆破员，由所在单位负责审查和专业训练

，所在地县、市公安局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由县、市公

安局发给《爆破员作业证》。 对爆破员应进行定期考察，发

现不适合继续从事爆破作业的，应收回《爆破员作业证》停

止其从事爆破作业的权利。爆破员因工作变动，不再从事爆

破作业时，应将《爆破员作业证》交回原发证单位。第二十

九条 进行爆破作业时，必须遵守爆破安全操作规程。要有专

人负责指挥；在危险区的边界，设置警戒岗哨和标志；在爆

破前发出信号，待危险区的人员撤至安全地点后，始准爆破

。爆破后，必须对现场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能发解除警戒

信号。第三十条 进行大型爆破作业，或在城镇与其他居民聚



居的在方、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近进行控制爆破作业

，施工单位必须事先将爆破作业方案，报县、市以上主管部

门批准，并征得所在地县、市公安局同意，方准爆破作业。

第三十一条 使用爆破器材，必须建立严格的领取、清退制度

。爆破员领取爆器材，必须经班组长或现场负责人批准，领

取数量不得超过当班使用量，剩余的要当天退回。第三十二

条 禁止非爆破员进行爆破作业。农民如因盖房或其它用途确

需进行爆破时，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村民委员会审核同意，

报乡、镇人民政府或公安派所批准，委派爆破员代行购买爆

破器材进行爆破。第三十三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拿、私

用、私藏、赠送、转让、转卖、转借爆破器材。严禁使用爆

破器材炸鱼、炸兽。第七章 黑火药、烟火剂民用信号弹和烟

花爆竹第三十四条 生产黑火药、烟火剂、民用信号弹和烟花

爆竹的企业，必须按照隶属关系报经省、市、自治区主管部

门批准，季节性生产烟花爆竹的作坊，必须经所在地县、市

主管部门批准；凭批准文件，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许

可，经审查，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的，发给《爆炸物品安

全生产许可证》；然后向所在地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方准生产。第三十五条 严格控制

用氯酸盐配制烟火剂。需用氯酸盐配制烟火剂和文艺、体育

、狩猎、外贸出口等特需制品时，应当由省、市、自治区主

管部门审查同意，经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批准，指

定专门工厂定量生产。 未经批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

拉炮、摔炮、砸炮、打火纸等危险品。第三十六条 厂矿企业

和农村基层生产单位需用黑火药、烟火剂时，海上运输、捕

捞及其他作业船需用民用信号弹时，应当报上级主管部门审



查同意，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

》，向指定的供应点购买。第三十七条 经销黑火药、烟火剂

的供应点，由商业部门和公安机关协商定点，由所在地县、

市公安局核发《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并向所在地县，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方准销售。

出售黑火药、烟火剂时，必须验收《爆炸物品购买证》。 销

售烟花爆竹的供应点，由商业部门和公安机关协商定，由县

、市公安局发给《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方准销售。 未经

批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贩运和销售拉炮、摔炮、砸炮、

打火纸等危险品。第三十八条 狩猎者需要的黑火药和火帽（

底火），凭《猎枪证》和所在单位保卫部门或常住地公安派

出所的证明，到指定供应点限量购买。销售单位应当将购买

人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猎枪证》号码、销售数量及日期

登记造册，以备公安机关查验。第三十九条 运输黑火药、烟

火剂和民用信号弹，由购买单位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

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方淮运输。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购

买单位应当在运输证上签注物品到达情况，将运输证交回原

发证公安机关。第八章 惩处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

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炸物品中，存在不安全隐患

，经指出仍不改正的，公安机关有权责令限期进行整改或停

业整顿。对屡教不改的，县、市公安局有权吊销其许可证，

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时吊销其营业执照。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

例规定，非法制造、贩运、销售爆炸物品和私藏、私带、滥

用、盗窃爆炸物品的，公安机关除没收其爆炸物品外，应视

情节轻重，属于个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的规定，予以警告、罚款，拘留处罚，或者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属于单位的，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直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产、储

存、销售、运输和使用爆炸物品中，发生爆炸物品丢失、被

盗和其他事故，应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直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由于领导人不负责任，忽视安全，造成爆炸品

大量丢失、被盗和发生重大事故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

，还应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九章 附 则第四十三条 在本条例公布前，已经从事生产、储存

、销售、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没有办理或者没有按照本条

例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均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批

准手续。第四十四条 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

部、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和管理规定，并向公

安部备案。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五七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准、同年十二月九日公安部发布

的《爆炸物品管理规则》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