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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科工局民爆〔2018〕93号

云南省国防科工局关于2018年《民用爆炸

物品销售许可证》年检的通报（第一批）

各州（市）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各民爆物品销售企业：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民

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工信部令第29号）的相关规定，

我局开展了2018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年检工作，对各

民爆销售企业上报的年检材料进行了审查。现将年检工作有关情

况通报如下：

一、云南省21个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单位及88

个分支机构共109家企业。经审查，100家符合年检条件，给予

通过年检；8家尚需补充完善年检材料，并限期完成整改；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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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过期。

二、请各民爆销售企业认真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

强所属分支机构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加强销售备案工作。限期整

改的企业按时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的，不予通过年检。

三、请属地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加强

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完成整改，确保安全生产和经营活动顺利开

展。

附件：

1.2018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通过年检的企业（或

分支机构）名单（第一批：共100家）

2.2018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年检需限期整改的企

业（或分支机构）名单（共8家）

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201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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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通过年检的
企业（及分支机构）名单（第一批：共 100 家）

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1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1】

2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鹤庆县分公司

3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巍山县分公司

4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宾川县分公司

5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祥云县分公司

6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弥渡县分公司

7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云龙县分公司

8 大理汇国民用爆破器材化工产品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永平县分公司

9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2】

10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江城分公司

11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宁洱分公司

12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景东分公司

13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景谷分公司

14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镇沅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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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15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西盟分公司

16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澜沧分公司

17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孟连分公司

18
西双版纳均晨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3】

19 西双版纳均晨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景洪分公司

20 西双版纳均晨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勐腊分公司

21 西双版纳均晨民用爆炸物品有限公司勐海分公司

22
红河州联兴民爆销售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4】

23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5】

24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威信分公司

25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镇雄县分公司

26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水富分公司

27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鲁甸分公司

28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永善县分公司

29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昭阳区分公司

30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大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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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31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彝良分公司

32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巧家分公司

33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绥江县分公司

34
迪庆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6】

35 迪庆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维西零售网点

36 迪庆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德钦零售服务点

37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7】

38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南华分公司

39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双柏分公司

40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永仁分公司

41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大姚分公司

42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武定分公司

43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禄丰分公司

44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牟定分公司

45 楚雄荣安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楚雄市分公司

46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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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47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呈贡分公司

48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东川分公司

49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富民分公司

50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晋宁分公司

51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禄劝分公司

52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石林县分公司

53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寻甸分公司

54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宜良分公司

55 昆明市特立亚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嵩明县分公司

56
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09】

57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0】

58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临翔分公司

59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云县分公司

60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凤庆分公司

61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永德分公司

62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镇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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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63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耿马分公司

64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沧源分公司

65 临沧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双江分公司

66
丽江政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1】

67 丽江政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有限公司永胜分公司

68 丽江政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有限公司宁蒗分公司

69 丽江政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有限公司华坪分公司

70
文山劲达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2】

71
德宏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3】

72 德宏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芒市分公司

73 德宏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梁河分公司

74 德宏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盈江分公司

75
保山市化轻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4】

76 保山市化轻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腾冲分公司

77 保山市化轻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隆阳区志力分公司

78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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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79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师宗分公司

80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罗平分公司

81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富源分公司

82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沾益分公司

83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麒麟分公司

84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马龙分公司

85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会泽分公司

86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责任公司宣威分公司

87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6】

88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怒江分公司

89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泸水分公司

90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7】

91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江川分公司

92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易门分公司

93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澄江分公司

94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元江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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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持证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95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通海分公司

96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华宁分公司

97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峨山分公司

98
云南解化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19】

99
云南海云工贸有限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20】

100
河口县华宁边境贸易公司

（云）MB 销许证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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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年检
需限期整改的企业（或分支机构）名单（共 8 家）

抄送：科工局局领导

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2018 年 5月 29日印发

序号 企业名称 存在问题 限期完成整改时限

1
普洱兴驰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墨江
分公司

未提交2017年度3月至
2018 年度 2 月期间，专
用仓库防火检测情况。

2018 年 6 月 8 日前

2
西双版纳均晨民用爆
炸物品有限公司营销
分公司

现状安全评价报告有效
期过期。 2018年8月10日前

3
昭通市升顺民爆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盐津分
公司

所提交安评评价报告非
本公司安全评价报告。 2018 年 6 月 8 日前

4
曲靖市民用爆破器材
专营有限责任公司陆
良分公司

1、外部安全距离范围内
建筑物使用情况与安全
评价报告内容不一致。
2、未按要求进行民爆物
品销售备案。

2018 年 6 月 8 日前

5
玉溪珊瑚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新平
分公司

未提交安全评价报告。 2018 年 6 月 8 日前

6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贡山
分公司

现状安全评价报告有效
期过期。 2018年7月20日前

7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兰坪
分公司

现状安全评价报告有效
期过期。 2018年7月20日前

8
怒江安谷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福贡
分公司

现状安全评价报告有效
期过期。 2018年7月20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