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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平台简介



“一体化”平台是什么？

“一体化”平台源自于《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危险物品“一体化”
监管工作改革的意见》（闽政〔2016〕7 号），平台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以整合共享为核心，整合管理资源。

“一体化”平台，构建了职责明晰、责任落实、资源共享、协作
一体的安全监管新机制，解决危险物品生产、流通、储存、
使用等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部门职能交叉、各自为政、信息分
隔等突出问题，实现危险物品全流程、无缝隙监管，有效预
防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



“一体化”平台涉及的监管部门和物品类别



“一体化”平台涉及的从业单位
“一体化”平台汇聚16个省直部门，20多业务系统的数据，累计生成全省危险物品从业单位6000多家，包括如下：

（1）枪支弹药：枪支制造单位，枪支配售单位，营业性射击场、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野生动物科研保护饲养单位、护农狩猎
队；

（2）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剧毒化学品生产单位、易制爆化学品生产单位、非药品易制毒生产单位、硝酸铵生产单

位，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港口经营单位，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剧毒化学品经营单位、易制爆化学品经营单位、非药品易制毒经

营单位、硝酸铵经营单位、管道煤气、瓶装煤气、加气站，危化品运输单位，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易制爆

化学品使用单位，危险化学品处置单位；

（3）民爆物品：民爆物品生产单位、硝酸铵生产/销售单位，民爆物品销售单位，民爆物品运输单位，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非营
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其他爆破作业单位、业主单位；
（4）放射性物品：放射性物品生产单位，放射性物品经营单位，放射性物品运输单位，放射性物品使用单位，放射性物品处置单
位；
（5）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批发单位，烟花爆竹零售单位，烟花爆竹运输单位，烟花爆竹燃放单位；
（6）硝酸铵复混肥：硝酸铵复混肥生产单位、硝酸铵复混肥销售单位；
（7）散装油：加油站；
（8）其他：射钉器从业单位，弩从业单位，管制刀具从业单位。



“一体化”平台由哪些部分组成？

门户网站：群众，各业务部门监管人员，危险物品从业单位

 
统一监管平台：各业务部门监管人员

企业服务平台：危险物品从业单位

危管助手APP：各业务部门监管人员

危企助手APP：危险物品从业单位



统一监管平台包括哪些子平台？

民爆物品统一
监管平台

交通运输统一
监管平台

放射性物品统
一监管平台

硝酸铵复混肥
统一监管平台

危险化学品统一
监管平台

烟花爆竹统一
监管平台

枪支弹药统一
监管平台 

散装油统一监
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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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平台的网络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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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平台的网络运行环境

“一体化”平台分为门户、监管端和企业端，还有危管助手和危企助手手机APP

门户网站、企业端和手机APP（含监管APP和企业APP）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
互联网门户地址：http://120.35.30.189/jsp/pages-index.do

公安部门可以通过公安网访问监管端
公安网门户地址：http://10.130.104.159:8080/

非公安部门的其他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务外网公用网络区访问监管端
政务外网门户地址：http://59.204.14.196:8081/



统一监管平台（含危管助手
APP ）操作指引



一、平台如何登入？



（一）监管部门如何开通账号？用什么浏览器？怎么访问？

3、访问网络：

（1）公安机关：公安网地址  http://10.130.104.159:8080
（2）其他监管部门：政务外网（公网区）地址  http://59.204.14.196:8081/ 

1、账号如何开通：

（1）监管人员汇总统一开通；

（2）电脑端和手机端共用一个账号。

2、支持的浏览器：

（1）支持谷歌浏览器；

（2）支持360、QQ浏览器的极速模式。



（1）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打开“一体化”门户（公安网或者政务外网），将页面

滚动至底部“监管入口”处，点击选择监管的危险物品类型，打开所选的危险物品监

管平台登录界面；

（2）输入有效的账号和密码后点击登录；（平台的初始账号为手机号码，密码为手

机号后六位）

（二）电脑端如何登入平台？



（三）手机端如何登入平台？

第1种，扫描上方二维码
下载

第2种，关注微信公众号
福建危管一体化平台菜单
的APP下载-危管助手下载

第3种，登录一体化平台的门户网站
http://120.35.30.189，
在门户底部的危管助手二维码处，扫描下
载。

1、危管助手下载（仅支持安卓手机）：



（三）手机端如何登入平台？

（1）打开下载好的危管助手；

（2）输入与电脑端一样的账号和密码，即可登

录（注意：手机必须有网络）

2、危管助手登入



如何消除预警？

情况不清，底
数不明

九龙治水，各
自为政

预警信息，落
地核查

如何进行检查与通报？企业错误如何修改？

二、登入平台后，监管人员需要做什么？



（一）企业信息错误如何修改？

1、新增企业：

①在单位信息管理页面中点击【新增企业】按钮，弹出新增企业弹窗;

②按照要求填写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



1、新增企业：

③新增的企业信息将会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该企业信息将会出现在监管企业

列表中；



2、删除企业：

①在单位信息管理页面中勾选一条企业信息，点击【删除企业】按钮；

②系统弹出确认框，点击【确认】后弹出删除确认框；



2、删除企业：

③在删除确认框中输入删除该企业的原因后再次点击确认；

④该删除企业的操作将会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该企业将会从系统中删除；



3、企业信息纠错：

①在单位信息管理页面中勾选一条企业信息，点击【企业信息纠错】按钮进

入企业信息编辑页面；

②将企业信息按照要求进行编辑修改后点击保存；



3、企业信息纠错：

③系统提示修改信息需要通过审核后才会显示，点击确认；

④企业信息修改审核通过后，将会自动更新企业信息；



（二）如何进行检查与通报？ 

 1、电脑端操作

（1）检查清单管理

（2）发起独立检查

（3）发起双随机检查

（4）发起联合检查

（5）登记检查任务

（6）隐患管理

（7）归口通报管理

 2、手机端操作

（1）检查清单

（2）发起独立检查

（3）发起双随机检查

（4）发起联合检查

（5）隐患登记

（6）归口通报



电脑端操作：（1）检查清单管理

检查任务清单管理-联合检查清单管理：根据默认Excel的默认规范，导入清单文件；也可点击按钮编辑、删除清单。



（1）检查清单管理

检查任务清单管理-独立检查清单管理：根据默认Excel的默认规范，导入清单文件；也可点击按钮编辑、删除清单。



（2）发起独立检查

创建独立检查任务：填写相关检查信息-提交（备注，选择抽查时，可选择清单
的其中几项进行检查）



（3）发起双随机检查

可创建双随机独立检查任务：第一步，创建双随机独立检查任务-填写相关检查信
息-开始随机到下一步。



（3）发起双随机检查

创建双随机独立检查任务：第二步，可选择再次随机选择检查任务信息，或直接到下一步。



（3）发起双随机检查

创建双随机独立检查任务：第三步，选择检查清单和填写检查开始结束时间等信息-提交。



（4）发起联合检查

发起联合检查任务：第一步，有牵头部门发起，填写相关检查信息-提交后，需等待参检部
门全部同意。



（4）发起联合检查

发起联合检查任务：第二步，需参检部门登入-检查通报管理-牵头部门发送的联合检查-同意或拒绝任务。



（5）登记检查任务

登记独立检查任务：独立检查的任务列表，点击“登记”按钮，可进入独立检查任务登记页面。



（5）登记检查任务

登记独立检查任务：根据检查清单内容勾选-不满足时可添加描述和附件-可填写检查结果-完成
（以下登记联合检查任务，在联合检查任务中选择，操作步骤相同。）



（6）隐患管理

登记隐患问题：检查登记中若有不满足项，自动生成隐患；也可隐患管理-登记隐患新增企业隐患。



（6）隐患管理

登记隐患问题：隐患管理-登记隐患-新增企业隐患信息页面，填写完信息并提交。



（6）隐患管理

待确认隐患信息：根据企业整改后传回的信息，进行确认整改完毕或退回继续整改



（6）隐患管理

已整改隐患信息：确认企业传回的整改信息后，隐患状态变为“已整改”，并可在已整改隐患信息列表中查看到。



（7）归口通报管理

归口通报管理：登记通报问题-给相关单位发出通报信息。（同栏目下，可查看发出和收到的通报）



手机端操作：（1）检查清单

检查清单：手机端上的检查

清单模板由电脑端导入生成，

手机端发起检查时，先点击

“检查清单”选择清单模板。



手机端操作：（2）发起独立检查

选择“发起检查” 选择“检查类型”



（2）发起独立检查

选择检查的企业 或搜索检查的企业 填写检查详情



（2）发起独立检查

选择检查的企业 或搜索检查的企业 填写检查详情



（3）发起双随机检查

首页选择“双随机”，
选择检查类型

双随机检查参数选择 选择“检查详细”



（4）发起联合检查

牵头部门发起联合检查 选择检查企业
填写“检查信息”
备注，提交后参见部门需在
我的检查里，待确认中，确认



（5）检查登记

点击首页“我的”
选择“我的检查”

完成清单任务登记 填写“检查总结”等



（6）隐患登记

选择“隐患问题”
选择“登记隐患”
（备注，待确认
为企业整改好的隐患确认）

填写隐患登记详情



（7）归口通报

选择“归口通报” 选择“登记通报” 填写通报登记详情



（三）如何消除预警？

1、如何消除企业资质预警：

①点击首页企业资质预警跳转至“大数据预警——企业资质预警”页面；

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要查看的预警类型点击【查询】操作；（备注：大数据预

警默认展示登录账号主管的危险物品企业资质预警信息）



1、如何消除企业资质预警：

③选择某条预警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企业资质详情页面将证书有效日期按照

实际情况修改为未过期的日期，修改过的预警信息就会消失；

（备注：建议监管用户督促企业主动更新证书信息消除预警，避免加重监管用户工作

负担；企业用户只需要将资质信息进行修改提交审核，审核通过预警就会消失。）



2、如何消除人员资质预警：

①点击首页人员资质预警跳转至“大数据预警——人员资质预警”页面；

②选择一条人员资质预警信息，在操作栏中点击【修改】按钮，进入到人员信息页

面对人员证书信息进行修改；



2、如何消除人员资质预警：

③将已经过期的人员资格证有效期结束时间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未过期的时间，点击保存后，

人员预警信息消失；

  （备注：企业用户只需要将人员资质信息有效期结束时间进行修改保存，预警就会消失。）



3、如何消除物品流向预警：

①点击首页物品流向预警跳转至“大数据预警——物品流向预警”页面；

②选择一条物品流向预警记录，点击操作栏中的【关闭预警】按钮进入关闭物品流

向预警信息编辑页面；



3、如何消除物品流向预警：

③监管人员查看该预警信息详情后填写关闭该预警的理由，点击【关闭预警】按钮

就可以将该预警信息关闭；



4、如何消除企业隐患整改超期预警：

①监管人员通过检查任务生成下发给企业的隐患，企业在整改期限内未准时完成隐

患整改则会提示监管用户隐患超期预警；

②点击首页“企业隐患整改预警”跳转至“大数据预警——企业隐患整改预警”页面；

③用户可以点击查看预警详细信息；



4、如何消除企业隐患整改超期预警：

④监管用户点击【检查通报管理——隐患管理——待确认隐患信息】进入待确认

隐患信息页面，点击操作栏中的【确认】按钮，将企业整改好的隐患进行确认后，

隐患消失；



三、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及解答



1、政务外网公用网络区接入问题

 如果电脑运行于互联网，可以通过VPDN拨号方式，进入到政务外网公用网络。

 《福建省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同样也是运行于政务外网公用网络区，可联系本单

位负责信访业务的部门来确认是否已有VPDN账号。

 如果确认未开通VPDN账号的或者需要重新开通VPDN账号的，请联系各设区市

电信负责人咨询和开通账号



政务外网电信支撑团队

单位 所属部门 姓名 手机

福州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潘峰 18905911618

厦门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林鹭岩 18950055006

宁德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邱晖 18033916362

莆田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周元 18959500689

泉州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吴昊 18965705566

漳州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李超钦 18959600920

龙岩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游勇 18959091228

三明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朱元兴 18950998311

南平 政企客户支撑中心 王珲 18960600136



2、“一体化”平台监管人员的账号问题

”一体化“监管平台的账号统一由建设方在后台导入开通，各监管部门可以下载以下

表格，收集并填写本单位需要开通的人员账号，发送至邮箱：66054635@qq.com

备注：平台的初始账号为手机号码，密码为手机号后六位

扫描二维码下载表格



3、通过账号登录后碰到这个界面怎么办？

账号没有配置该物品类别的权限，请联系技术支撑人员。



4、通过账号登录后碰到这个界面怎么办？

账号还没有开通或者密码错误，请联系技术支撑人员。



5、登录成功后碰到这个界面怎么办？

浏览器不兼容，请在登录页面上按照提示下载谷歌浏览器。



6、下载APP的时候碰到这个界面怎么办？

单击“继续访问”



企业服务平台（含危企助手
APP ）操作指引



一、平台如何登入？



2、访问网络：

门户网站、企业端和手机APP（含监管APP和企业APP）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

互联网门户地址：http://120.35.30.189/jsp/pages-index.do

1、支持的浏览器：

（1）支持谷歌浏览器（ Google Chrome55以上版本）；

（2）支持360、QQ浏览器（最新版本）的极速模式。

（一）用什么浏览器？怎么访问？



①已经被平台收录的企

业，账号是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密码是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最后六位数；

②没有账号的企业用户

可以点击“立即注册”申请

账号；

（二）企业账号如何获取？



③进入企业账号注册页面，选择是否有营业执照，有营业执照的企业需要输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或工商注册号、法人证书号查询企业名称；没有营业执照的单位选择

“无营业执照分支机构/个体商户”直接填写企业信息；

④输入营业执照编号后点击查询，查出该企业名称，若该企业未注册则将页面下拉

至“填写注册信息”位置，按照要求填写企业信息并点击【立即注册】；

⑤点击注册后企业信息将会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用户即可登录企业平台；

（二）企业账号如何获取？ 



（三）企业登录

1、企业登录（电脑端）

①使用谷歌浏览器在互联网环境下访问http://120.35.30.189打开门户页面；

②将门户页面滚动至底部点击“企业服务平台”入口，进入登录页面；

③输入有效的企业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后点击登录，即可登录到一体化企业平台；

参见攻略《手把手教你登入“一体化” 企业服务平台》 链接：http://mp.weixin.qq.com/s/yqtyyDSycSki0KTQM-Eoug



（三）企业登录

第2种，关注微信公众号
福建危管一体化平台菜单
的APP下载-危企助手下载

第3种，登录一体化平台的门户网站
http://120.35.30.189，
在门户底部的危企助手二维码处，扫描
下载。

2、企业登录（手机端）
（1）危管助手下载：

第1种，扫描上方二维码
下载



2、企业登录（手机端）
（三）企业登录

（2）输入有效的企业账号、密码后点击登录即可。

  注：手机端和电脑端账号密码一致。



信息核对 仓库信息台账信息

应急预案 隐患管理 供需服务

企业如何进行应急预案管理

企业资质信息、人
员信息如何核对

企业如何上报位置

企业如何填报仓库 企业如何填报台账

企业隐患管理 企业的供需服务

位置上报

二、登入平台后，企业需要做什么？



（一）企业资质信息、人员信息核对

①企业用户点击“企业信息管理”—”企业基本信息”，核对企业资质信息是

否正确；

②若有误，则点击右上角“企业信息有误，点我纠正”，纠正企业信息。

③企业基本信息页面—“产品种类”，可新增，删除。



（一）企业资质信息、人员信息核对

④企业用户点击“企业信息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可对人员信息进行核对，若信息有误，可点击右侧“编
辑”按钮进行修改；
⑤若需要增加从业人员，则点击列表左上方“新增”按钮，进行新增人员的信息录入；
⑥若需删除从业人员，则勾选要删除的人员并点击列表左上方“删除”按钮即可。



（一）企业资质信息、人员信息核对

⑦企业用户点击“企业证书管理” ，核对企业证书信息是否正确；

⑧若有误，则点击右上角“证书信息有误，点我纠正”，纠正企业证书信息。



（二）企业如何上报仓库？

①企业用户点击“物品流向登记——台账管理——仓库管理”打开仓管管理页面；

②按照要求填写仓库基本信息、仓库其他信息、仓库人员信息等，点击【保存】

按钮保存仓库信息；



（三）企业如何填报台账？

1、如何盘点
①企业用户选择一个新建成功的仓库，在操作栏中点击【盘点】、【入库】、【出

库】、【清退】按钮进行仓库的盘点、出入库和清退操作；

②新建的仓库需要点击【盘点】按钮进行首次盘点，将仓库当前各类货物的存量填
写进“人工盘点数量”框中；仓库中存在多种货物时，可以点击右侧【添加】按钮
新增货物信息，全部填写完毕后点击【完成盘点】即可将仓库的初始库存保存成
功；



1、如何盘点
③初次盘点成功后，继续点击盘点，则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物品出入库后的库存量，

将库存量展示在“系统盘点数量”框中给用户作为参考依据，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
库存情况，在“人工盘点数量”框中填入实际库存量，则系统之后会以用户填写的
货物数量进行出入库计算；



2、如何入库

①点击“物品流向登记——仓库管理”选择一个仓库，点击操作栏中的【入库】按钮

进行入库操作；

②将入库信息按照实要求填写完毕（若有多种货物入库，则点击【添加】按钮进行

添加货物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入库登记；



3、如何出库

①点击“物品流向登记——仓库管理”选择一个仓库，点击操作栏中的【出库】按钮

进行出库操作；

②将出库信息按照实要求填写完毕（若有多种货物出库，则点击【添加】按钮进行

添加货物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出库登记；



3、如何出库

①点击“物品流向登记——仓库管理”选择一个有出库记录的仓库，点击操作栏中的

【清退】按钮进入清退页面进行清退操作；

②选择一条出库记录，点击操作栏中的【清退】按钮进行清退操作；



3、如何出库

③进入清退页面后按照实际情况对该笔出库的货物进行清退登记，填写完毕后点击

【完成清退】按钮完成清退操作；



（四）企业如何上报位置？

①打开企业APP（危企助手），输入有效的企业账号密码登录APP；

②点击【企业信息】按钮进入企业详情页面；

③点击企业地址栏，页面跳转至企业位置上报页面；将地图中的锚点移动至企业具
体位置并将企业地址填写完整后点击【上报位置】即可完成企业位置的上报；



（五）企业如何进行应急预案管理

①用户选择“应急预案管理”—点击左侧栏的“应急预案管理”可看到应急预案信

息管理页面；

②可新增应急预案信息；也可对应急预案进行删除操作。



（六）企业隐患管理

隐患管理包括企业自纠自查隐患、监管部门下发隐患等。企业可在该处登记各类隐患

及整改期限等。



（七）企业的供需服务

企业用户选择“供需服务管理”可对供需服务信息进行新增和删除操作



 三、使用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解答



1、“一体化”平台企业账号问题

”一体化“企业服务平台的账号根据收录的企业名录以工商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成，企业的初始账号为工商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初始密码为后六位。没有

收录或者没有信用代码的企业可以单击企业服务平台登录页面的“立即注册”获取账号。



2、账户密码是什么？

（1）非注册开通的企业：如果企业进行了三证合一后，采用营业执照上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若未进行三证合一，账户为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密码默

认为后6位。

（2）自主注册开通的企业：账户为注册时的手机号或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3、IE、360等浏览器访问页面显示异常无法看到菜单

使用系统推荐的 Google Chrome55以上版本浏览器，

360/QQ浏览器（最新版本）需要切换到极速模式。



4、下载APP的时候碰到这个界面怎么
办？

单击“继续访问”



技术支撑力量



“一体化”平台技术支撑人员

客服电话：0591-87859196

陈溢（负责平台的总体协调及账号开通工作，13405922996）

杜崧（负责协调解决平台监管端使用中的问题和意见，15960020580）

黄林（负责协调解决平台企业端使用中的问题和意见，15280429736）



“一体化”平台的微信公众号



“一体化”平台的微信客服服务号



危险化学品

大数据采集/挖掘/分析一体化

枪支弹药 民爆品

互联网+ 硝酸铵
复混肥类

反射性物品 烟花爆竹 散装汽油类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