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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管理程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的管理，依据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和国

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Ｄｏｃ ９２８４ ＡＮ ／

９０５，以下简称《技术细则》）及其补篇，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适用于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的申请、

评估和颁发。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对全国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实施监督管理，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

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对辖区内的危险品

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实施管理。

第四条　 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危险品

中心”）负责对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的申请是否满足 ＣＣＡＲ

－２７６－Ｒ１、《技术细则》及其补篇的要求实施技术评估。

第五条　 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以下简称“经营人”）申请危

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时应符合本程序的要求，并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经营人应确保运输经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时，航空运输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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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水平达到相当于《技术细则》所规定的安全水平。

第六条　 国内航线上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管理，由

申请的航空运输活动始发地机场所属的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

国际航线上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管理，由申请的航

空运输活动境内的始发地机场或目的地机场所属的民航地区管理

局负责。

第七条　 本程序所提及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适用于《技术

细则》中列明的下列情况：

（一）《技术细则》明确禁止用客机和 ／ 或货机运输的危险品但

经批准可以运输的；或

（二）符合《技术细则》规定的其他目的的。

第八条　 本程序中所提及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豁免适用于《技

术细则》补篇中列明的下列情况：

（一）极端紧急；或

（二）不适宜使用其他运输方式；或

（三）如完全遵照《技术细则》的要求，将与公共利益相违背。

第二章　 批准和豁免程序

第九条　 经营人申请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应符合以下

条件：

（一）持有民航地区管理局颁发的有效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

可，且该许可中的危险品类别包含申请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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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能力保证申请批准或豁免危险品的航空运输总体安

全水平达到相当于《技术细则》所规定的安全水平；

（三）申请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涉及重大、紧急或特

殊情况；

（四）针对申请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建立了应急响

应方案。

第十条　 经营人申请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应当提交

下列申请材料：

（一）《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 ／ 豁免申请表》（见附录一）；

（二）民航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复印件；

（三）此次运输的总体安全水平相当于《技术细则》所要求的

安全水平的声明，以及为保障总体安全水平拟采取的安全措施；

（四）申请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涉及重大、紧急或特

殊情况的说明；

（五）针对申请批准或豁免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应急响应方案；

（六）适用时，地面服务代理人出具的具备此次申请所涉及危

险品的操作能力并同意进行操作的声明；

（七）适用时，此次申请所涉及危险品的测试方案和测试报

告，危险品制造商提供的安全数据表（ＭＳＤＳ ／ ＳＤＳ）、产品说明书或

技术规格书等；

（八）民航地区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申请材料应同时提供 ２ 份纸质版和 １ 份电子版，纸质版

—３—



应加盖申请人公章，电子版应为纸质版扫描件。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要求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受理其申请，

并向申请人出具《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 ／ 豁免申请受理通知书》

（见附录二）：

（一）申请运输的危险品在申请人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中载

明的危险品类别范围内；

（二）申请事项满足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的条件；

（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

当场或者在 ５ 日内一次性通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逾期

不通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二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不予受理申请时，应出具《危险

品航空运输批准 ／ 豁免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见附录三）。

第十三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在受理之日起 ２０ 日之内作出

是否同意的决定。 技术评估时间不计入作出决定的期限内。

第十四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应将所有

申请材料在 ２ 日内转交危险品中心进行技术评估。

第十五条　 危险品中心对民航地区管理局转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技术评估时，应确定其是否符合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技术细则》及

其补篇及本程序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评估结束 ２ 日内向民航

地区管理局出具评估报告（见附录四）。

第十六条　 危险品中心应根据评估情况，提出是否同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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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豁免的建议。

建议同意时，应在评估报告中作出相应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一）包装要求的说明；

（二）危险品运输数量及规格的说明；

（三）运输条件的建议。

建议不予同意时，应当说明原因。

第十七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根据评估报告及其他相关材

料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批准或豁免的决定。

民航地区管理局同意批准或豁免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 ／ 豁免函》 （见附录

五）。

民航地区管理局不同意批准或豁免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 １０ 日内向申请人出具 《危险品航空运输不予批准 ／ 豁免决定

书》（见附录六），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　 批准 ／豁免函的期限

第十八条　 批准函或豁免函的有效期与该次申请的运输期限

一致，且不得跨越《技术细则》版本更新的年度，不得跨越经营人

持有的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的有效期限。

批准函或豁免函在有效期内，但运输条件与申请时发生重大

改变的，申请人应按照本程序的要求重新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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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函或豁免函失效：

（一）经营人书面声明放弃；

（二）依法被撤销或吊销。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经营人应当在航空运输过程中随时提供批准函或

豁免函复印件。

第二十一条　 港澳台航线上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和豁免管

理参照国际航线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程序中的日期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

日。

第二十三条　 本程序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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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表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PPROVAL/EXEMPTION OF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ED BY AIR 
申请的类别 Type of application        批准 Approval    豁免 Exemption 

第一部分 申请人基本信息 

Part One -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applicant 

申请人法定全名  

Full legal name of the applicant 

 

通讯地址  

Postal address 

第二部分 申请联系人信息 

Part Two -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application 

联系人姓名 

Name  

 

职务 

Title  

电话号码  

Telephone number 

 

传真号码  

Fax number 

电子邮箱  

Email address 

 

发生紧急情况时的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Name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contact person in case of emergency 

 

 

第三部分 申请事项  

Part Three - Content of application 

对于申请批准，申请批准的航空运输活动内容，申请的原因及所依据《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

输技术细则》规定的说明  

When applying for an approval, the applied air transport, and explanation of reasons and 

requirements based on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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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豁免，申请豁免的航空运输活动内容，申请的原因，其中包括该危险品必须通过航

空运输原因的说明  

When applying for an exemption, the applied air transport, and explanation of reasons, especially 

the reason why the dangerous goods must be transported by air 

 

 

第四部分 危险品运输信息  

Part Four - Inform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ed by air 

运输专用名称  

Proper shipping name 

 

联合国编号  

UN/ID No. 

 

类别/项别 

Class/Division 

 

主/次要危险性 

Risk/Subsidiary risk 

 

包装说明及包装等级 

Packing instruction and packing group 

 

运输期限 

Transport period 

 

航空器型别 

Aircraft model 

运输方式（客机/货机） 

Passenger/Cargo aircraft 

 

起飞机场 

Departure airport 

 

中转机场 

Transit airport 

目的地机场 

Destination airport 

运输数量/重量 

Quantity/Weight 

 

包装规格 

Packaging specification 

 

运输时拟使用的包装 

Packagings intended to use for 

transport 

 

对危险品操作的特殊要求（如适用） 

Special requirements to handle the dangerous goods (if applicable) 

 

托运人名称和地址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sh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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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人名称和地址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onsignee 

 

地面服务代理人名称和地址（如适用）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ground handling agent (if applicable) 

危险品制造商的法定全名、通讯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 

Full legal name, address, phone number, fax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of manufacture of 

dangerous goods. 

 

 

第五部分 附件清单 

Part Five - List of attachments 

申请材料清单  

List of application materials 
 
  

在适用的栏目内打“√”，不适用

的注明“不适用”  

Mark “√” in the appropriate 

column, if not applicable, mark 

“N/A” 

随表共    个附件 

There are      attachments 

地区管理局颁发的含有所申请运输的危险品类别的危险品

航空运输许可复印件 

Copy of Dangerous Goods Air Transport Permit involving the 

class of dangerous goods applying for transport issued by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此次运输的总体安全水平相当于《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

技术细则》所要求的安全水平的声明，以及为保障总体安

全水平拟采取的安全措施 

A statement that the applicant believes the transport will 

achieve a level of safety equivalent to that provided by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and the safety control measures specified by the 

applicant  

 

之前已获得的与此次申请有关的批准函或豁免函  

Previously issued approval or exemption related to this 

application 

 

申请批准或豁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涉及重大、紧急或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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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说明 

Explanation of importance, extreme urgency 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volv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val or 

exemption of dangerous goods 

针对申请批准或豁免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应急响应方案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of the dangerous goods air 

trans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val or exemption 

 

地面服务代理人出具的同意操作函 

Agreement issued by the ground handling agent to handle the 

dangerous goods  

 

危险品制造商及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书等文件的

复印件 

Copies of business license, legal person certificate and other 

documents of manufacturer and factory of dangerous goods 

 

危险品的安全数据表、产品说明书或技术规格书 

MSDS/SDS, manual or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危险品的关键部件/元件/材料清单  

List of the key component/part/material of dangerous goods 

 

针对申请危险品的测试方案 

Test program for the applied dangerous goods 

 

测试报告 

Test report 

 

其他申请材料清单  

List of other application materials 

序号 

No. 

材料名称 

Name 

  

  

  

其他需申明的事项  

Other items needed to be stated 

第六部分 申请人声明 

Part Six - Declaration of the applicant 

符合性声明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我在此声明，此次申请及其附件的内容是完整的、准确的，此次运输符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包括但不限于《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CCAR-276-R1）、《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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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细则》（ICAO Doc 9284）及其补篇的要求。本人对此申请表及其附件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因申请资料不实造成的所有后果。 

I, the undersigned, hereby declare that content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its attachments are full and 

accurate, and do certify that the required transport meet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al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egulation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CCAR-276-R1),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ICAO Doc 9284) and its supplement (Doc 9284 Supplement). The 

undersigne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uthenticity, integrity and correctnes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its attachments and takes all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non-authenticity of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填写说明： 

Note: 

1. 表格填写不完整可能延迟申请审批。 

Failure to complete this form in full may result in a delay in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2. 发放此表并非授权运输危险品。 

Issuing of this form does not in itself constitute an authorization to transport dangerous goods. 

3. 随申请表提交的文件，如使用的是中文或英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应附带准确的中文或英

文译本。 

All the documentation attached that is not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4. 如此申请中英文有差异之处，以中文为准。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conflict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备注 

Remark 

申请人签字                                职务 

Signature of the applicant                        Title        

 

申请日期                                申请人印章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Stamp of the 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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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受理通知书示例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受理通知书 

 

编号：                                        日期：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日期： 

受理项目： 

按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及《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

和豁免管理程序》的要求，本通知表明民航          地区管理局接

受                     公司                        申请。 

本通知需填写日期并加盖民航          地区管理局印章有效。 

 

受理部门： 

电话：                      传真： 

受理人： 职务： 

签字： 日期： 

民航          地区管理局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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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示例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单位名称）： 

          年      月      日，我局收到你（单位）          （申

请项目名称）的申请。经初步审查，属于以下第     种情形： 

（一）该事项不属于我局受理范围。 

（二）该事项不属于申请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的范围。 

（三）该事项不满足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或豁免的条件。 

（四）你单位存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五）你单位所提交的项目申请为重复提交，以初次提交为准。 

（六）其他：                                。 

我单位决定不予受理，并将申报材料一并退回，特此告知。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中国

民用航空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

讼。 

 

民航          地区管理局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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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评估报告（范本）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评估报告（范本） 

 

编号： 

有效期至： 

 

一、申请人信息 

 

二、申请批准/豁免的危险品信息 

 

三、申请材料清单 

 

四、评估内容 

（一）申请原因； 

 

（二）航空公司、地面服务代理人资质； 

 

（三）危险品危险性、数量、重量、包装等情况； 

 

（四）拟采取的安全措施、应急响应方案等； 

 

（五）航空运输总体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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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结论及依据 

 

六、运输条件建议 

（一）对包装要求的建议； 

 

（二）对拟运输危险品规格、数量、重量等方面的建议； 

 

（三）是否可以使用客机和/或货机运输的建议； 

 

（四）其他建议。 

 

七、建议不批准申请的原因（如适用）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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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函示例 

危险品航空运输批准/豁免函 

APPROVAL/EXEMPTION FOR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ED BY AIR 

 

编号： 

Approval Number: 

有效期至： 

Expiration Date: 

 

 

一、本批准/豁免函持有人： 

APPROVAL/EXEMPTION HOLDER： 

 

二、依据： 

LEGAL BASIS： 

 

三、事项： 

SYNOPSIS： 

 

四、运输危险品的信息，例如联合国编号、运输专用名称、类别（项

别）、次要危险性和包装等级等。 

 — 16 — 



A description of the dangerous goods authorized to transport, such as，the 

UN number, proper shipping name, class or division, subsidiary risk, 

packing group etc. 

 

 

 

五、运输条件： 

TRANSPORT CONDITIONS: 

 

六、其他要求： 

OTHER REQUIREMENTS: 

（一） 经营人应当在航空运输过程中随时提供批准/豁免函复印

件。 

A current copy of this approval/exemption must be available for 

examination during transport. 

（二） 如有违反本批准/豁免函、CCAR-276-R1 和《危险物品安全

航空运输技术细则》及其补篇要求的行为，将导致本批准/豁免

函的有效性发生变更、暂停或终止，还可能导致责任人受到处

罚。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pproval/exemption, CCAR-276-R1 and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and its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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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result in the modification, suspension or termination of this 

approval/exemption and subject to penalties. 

（三） 本批准/豁免函文件的复印件应随附货物。 

A copy of this approval/exemption must accompany the 

consignment. 

 

 

 （盖章）               

（stamp）              

    

批准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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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危险品航空运输不予批准/豁免决定书示例 

危险品航空运输不予批准/豁免决定书 

 

                             ： 

经依法审查，贵公司于        年        月        日提交的

关于                                             的申请，不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根据                           第      条

第      款第      项的规定，决定申请事项不予同意。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中

国民用航空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

诉讼。 

 

 

（盖章） 

      年      月      日 

监督电话： 

（此件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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