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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设立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已纳入我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

计划或不具备条件铺设燃气管道的，规范瓶装燃气管理与服

务，合理配置瓶装燃气供应站或配送服务部。 

（二）《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标准指引》提出了指导

性要求，使用瓶燃气的城中村所在社区，需设立至少 1 处瓶

装燃气供应站或配送服务部。 

（三）《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方案》

明确了具体任务：除现场条件较好的 438 个城中村外，其余

城中村2020年 7月底前实现正规瓶装燃气供应设施全覆盖，

所在社区设置 1 处以上瓶装燃气供应站或配送服务部。 

二、工作指引 

（一）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设置条件 

1、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包括瓶库间和值班室，采用装

配式构筑预制，总面积 15 平方米左右，且符合《液化石油

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关于Ⅲ类瓶装供应

站的有关技术要求； 

2、符合深圳市瓶装燃气供应站统一标识外观要求，标

明所属企业、服务部名称及统一订气电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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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置围墙或栅栏等实体防护装置，其技术要求符合

《城镇燃气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4.1.2.1 条规定；设

置视频监控系统，其技术要求应符合《城镇燃气行业反恐怖

防范工作标准》4.1.3.5 条规定。 

4、配备抢险抢修必要的设备、备品备件、交通工具和

检测仪器。 

（二）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设置程序 

1、街道办事处在辖区选择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用地，

用地面积不小于 12 米×12 米。 

2、街道办事处组织瓶装燃气企业与用地产权人签订用

地租赁合同，瓶装燃气企业向街道办事处提交规范经营承诺

书，可参考附件 1:《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经营承诺书》。瓶

装燃气企业及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见附件 6：《瓶装燃气企业

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负责人名单》。 

3、燃气企业将配送服务部工程消防设计报辖区消防大

队进行审核。注：消防要求设计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四

周防火间距满足规定要求，设置照明灯具及开关采用防爆型，

设置有室外消火栓、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及灭火器，使用的消

防产品应选用具备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要求的合格产品，等等。 

4、燃气企业取得消防大队审核意见书后，按照上述安

装标准安装配送服务部。 

5、配送服务部工程竣工后，燃气企业组织对配送服务

部验收并向辖区消防大队申请消防验收。 

6、通过消防验收后，燃气企业将验收资料及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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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安全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包括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抢险抢修人员、送气人员等）、抢险抢修设备配备等情况报

区燃气主管部门备案。区燃气主管部门根据《深圳市城中村

综合治理标准指引》燃气安全治理标准第（二）项明确的标

准，参照瓶装燃气便民服务点备案程序对配送服务部予以备

案。 

7、区燃气主管部门将已备案的配送服务部信息录入配

送服务部信息化管理平台。详见材料 4：《配送服务部信息化

管理平台操作指引》。 

8、各燃气企业按照协会制定的统一式样，制作并在服

务部显著位置安装二维码统一标识牌。 

三、其它事项 

（一）关于正规瓶装燃气供应设施覆盖范围。 

《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要求，已纳入我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计划或不具备条件铺

设燃气管道的，合理配置瓶装燃气供应站或配送服务部。也

就是说，纳入本次“城中村”综合治理范围内的城中村，只

要不具备铺设燃气管道的条件，都要实现正规瓶装燃气供应

设施全覆盖。《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方

案》则对覆盖范围做了进一步明确，即除去该方案列明的 438

个城中村外，其余城中村都要实现正规燃气供应设施全覆盖。

各区、各街道要按照这个范围梳理出辖区需要设置瓶装燃气

供应站或配送服务部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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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正规瓶装燃气供应设施考核要求。 

按照上述一系列文件要求，完成“正规燃气供应设施全

覆盖”的标准为“城中村所在社区设置了瓶装燃气供应站或

配送服务部”，如果在城中村综合治理前，某城中村所在社

区已设有瓶装燃气供应站，也视为完成任务。但是，需要强

调的是，完成“正规燃气供应设施全覆盖”的标准不包括“设

立瓶装燃气服务点”，目前我市已有 1000 多个瓶装燃气服务

点，但绝大部分服务点设置在民用建筑内（如城中村建筑一

楼），受消防法限制，此类服务点无法储存钢瓶，无法满足

供气需求。因此，本次城中村综合治理才提出通过设置配送

服务部来解决为用户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另外，对

现场条件较好的瓶装燃气服务点，可以考虑升级改造为配送

服务部或供应站。 

（三）关于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的消防审批。 

按照消防法规定，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属于储存易燃易

爆危险物品的场所，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两个行政许可事项。市公安消防局

表示将大力支持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设置工作：一是瓶装燃

气配送服务部无需提供规划审批文件，纳入消防部门消防设

计审核和验收；二是市公安消防局将协调各区消防部门开通

绿色通道，加快审批和验收，尽量为城中村设置瓶装燃气配

送服务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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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用户燃气器具更新改造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加快推进“城中村”燃气管道建设，实现燃气

管道全覆盖。 

（二）《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标准指引》提出了具体

要求：已经完成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燃气灶具和燃气热

水器应全部更新或改造为天然气器具，且管道天然气开户点

火率达到 100%。 

（三）《深圳市推进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指引》要

求： 

1、街道办要加强燃气管道改造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

横幅、电子屏幕等方式提前告知用户需要更新或者改造燃气

器具； 

2、街道办结合城中村燃气管道建设进度，组织燃气燃

烧器具销售单位进驻城中村现场，为用户提供宣传咨询、改

造合格燃气器具和现场销售燃气器具等服务； 

3、街道办组织股份公司督促已安装燃气管道的城中村

业主或用户对燃气器具进行更新改造和开户点火，确保更新

改造率和开户点火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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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燃气行业协会要组织相关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单位

为各城中村管道燃气用户提供优惠、便捷服务，并配合街道

办开展相关工作。 

二、工作指引 

（一）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通过验收后，市燃气

集团向街道办函告以下内容：实施现场开户点火服务的区域

范围，时间安排等。 

（二）街道办在城中村张贴《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

可参考附件 2：《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明确业主/用户

须在管道天然气点火前完成燃气燃烧器具更新或改造。 

（三）市燃气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深圳市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燃气灶具和燃气热水器更新、改造方

案》，对有意向提供城中村天然气器具现场销售服务的企业

进行严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列入《深圳市城中村天然气燃烧

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动态更新）（以下简称《城中村

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并在深圳燃气信息网

（www.szrqxh.com）公布，详见附件 5：《深圳市城中村天然

气燃烧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 

（四）街道办根据现场开户点火时间安排，组织《城中

村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内的天然气器具销售企业

及安装维修企业为城中村用户现场提供燃气器具销售、安装

和改造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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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事项 

（一）关于天然气燃烧器具产品现场销售服务。 

为了给城中村用户提供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天然气器

具销售服务，市燃气行业协会对有意向提供城中村天然气器

具现场销售服务的企业进行严格审核，符合以下条件的方可

列入《城中村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 

1. 提交“深圳市老旧住宅区、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

燃气灶具和燃气热水器更新、改造”承诺书； 

2. 销售的燃气灶具和热水器须是《深圳市燃气燃烧器

具产品销售目录》中的产品，并粘贴天然气气源适配性标识； 

3. 销售的燃气器具产品购买商业保险； 

4. 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 24 小时售后服务电话； 

5. 现场销售人员和安装维修人员需统一着装并持工作

证，安装维修人员持带有二维码功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6. 天然气器具零售价格不高于正规销售渠道和品牌官

网价格，同时给予不少于零售价格 8.5 折的优惠； 

7. 对本市所有代理商的销售行为负责； 

8. 积极配合街道办开展相关工作。 

（二）关于燃气燃烧器具改造现场服务。 

为了给城中村用户提供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燃气燃烧

器具改造服务，市燃气行业协会要求提供现场改造服务的燃

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单位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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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入《城中村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的安装维修单

位； 

2. 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 24 小时售后服务电话；  

3.改造人员统一着装并持带有二维码功能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 

4.只能改造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器具，不得改造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燃气器具： 

（1）“三无”产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无

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产品）； 

（2）现行国家标准以及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的燃具，包

括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烟道式、直排式热水器等； 

（3）使用期限超过报废年限 8年的燃具； 

（4）虽未达到报废年限，但存在漏水、漏电、漏气、

使用非原厂配件、无法点火、外观严重变形或配件锈蚀严重

的燃具； 

（5）燃气热水器插座无三相接地或接地失效的； 

（6）已经改造过的燃气器具； 

（7）热水器安装不符合要求的。 

5. 改造完成后向用户出具器具改造合格作业单； 

6.对改造后的器具保修期至少三个月； 

7.积极配合街道办开展相关工作。 

（三）关于对企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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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器具销售企业可随时向市燃气行业协会提出申

请，经市燃气行业协会审核符合上述条件的，列入《城中村

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 

《城中村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中的天然气器

具产品销售和安装维修企业出现违规或不遵守市、区等相关

管理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半年、一年和永久性的黑名单

清除处理，并报相关部门，同时列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 

市燃气行业协会将结合按照上述准入和退出机制实时

动态更新《城中村燃气器具现场服务企业信息表》。 

咨询电话：0755-8328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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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 

瓶装燃气送气工规范管理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送气持有市燃气协会核发的二维码上岗证和市

交警局核发的二维码工作证。 

（二）《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标准指引》明确要求，

送气人员信息纳入视频加门禁管理系统。瓶装燃气送气工持

有深圳市燃气协会核发的二维码上岗证和深圳市交警局核

发的二维码工作证。 

（三）《深圳市推进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指引》要

求，街道办要将送气工的二维码信息纳入小区“视频+门禁”

系统，并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扫描送气工所持由深圳市燃气

行业协会发放的“深圳市燃气行业岗位证”进行检查和校对，

对未取得“深圳市燃气行业岗位证”及二维码或二维码扫描

无效的送气人员，一律按“黑煤气”查处。各瓶装燃气企业

要及时将离职送气工的“深圳市燃气行业岗位证”收回，并

交由市燃气行业协会注销。 

二、工作指引 

（一）燃气企业负责对本单位送气工的管理。 

按照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规定，送气工在作业



11 

期间须保证人、证、车、物信息的一致性，在公共交通道路

上行驶时，送气工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保证所持岗位证、

驾驶证、电动自行车、钢瓶的单位信息必须一致。 

瓶装燃气企业负责对本单位送气工的管理及教育培训，

并组织送气工参加燃气协会及交警的岗位考试，考试合格的

由单位负责到协会申领岗位证及驾驶证。“送气工岗位证”3

年须参加一次继续教育培训，未按时完成继续教育，原证书

失效。员工离职，原单位向市燃气行业协会提交注销申请。

变更及注销后，原证书即时作废，旧证由原单位收回销毁。

岗位证书遗失或损毁，用人单位向协会提交补证申请，审核

通过后，进行证书补制及发放。 

（二）市燃气行业协会负责送气工考核及信息管理。 

市燃气行业协会负责建立和运行维护送气工数据信息

化系统，组织送气工统一考核，考核合格的颁发“深圳市燃

气行业岗位证”；根据燃气企业申请，对送气工信息进行变

更和注销，同步更新数据库信息。“送气工岗位证”信息及

其有效性可在深圳市燃气信息网（http://www.szrqxh.com）

或关注“深圳燃气协会”微信公众号查询。扫描证书二维码

可查验证书的持证人员姓名、工作单位、岗位、证书有效期

等基本信息。“深圳市燃气行业岗位证”及扫描证书二维码

显示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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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气工岗位证样版（旧版） 

送气工岗位证样版（2018 新版） 

扫描证书二维码显示信息 

（三）伪造或使用假证的行为处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目的自行制作协会/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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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颁发的《**证书》，一旦发现单位、个人伪造或使用假证，

将对企业或个人造假行为记入行业不良行为记录，并向社会

公示。构成违法行为的报司法机关处理。 

持证人员在岗期间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社会

危害或不良影响，执法部门或其任职企业可提出证书注销申

请，市燃气行业协会在行业信用平台向社会公示其不良行为

记录，从业者三年内不能再参加行业培训考核。 

（四）公布正规燃气企业送气服务电话名录。 

市燃气行业协会通过官方网站（深圳燃气信息网

www.szrqxh.com）向社会公布深圳市所有正规燃气企业的统

一送气服务电话和企业标识，详见附件 4：《瓶装燃气企业送

气服务电话名录》。 

同时在市燃气行业协会网站上还向社会公示所有已完

成备案的供应站、服务点及配送服务部的信息，用户登录网

站可查询到正规燃气站点名称、统一服务电话、地址等信息，

便于用户辨别真伪，网站公示信息将根据主管部门提供的备

案回执及时更新。 

三、其它事项 

送气工在作业期间须保证人、证、车、物信息的一致性，

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行驶时，送气工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同时

保证所持岗位证、驾驶证、电动自行车、钢瓶的单位信息必

须一致。市公安交警局核发的电动车二维码工作证及备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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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燃气送气专用电动车示例见下图。 

 

 

 

 

 

 

 

 

 

 

 

 

 

 

 

 

 

 

咨询电话：0755-8328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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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 

配送服务部信息化管理平台操作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方案》

要求：市燃气行业协会负责将取得备案文件的瓶装燃气配送

服务部纳入信息化管理平台。 

（二）《深圳市推进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指引》要

求，市燃气行业协会要按照行业自律的要求，建立配送服务

部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全市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实行信息化

管理。 

二、工作指引 

（一）配送服务部信息化管理平台的管理。 

1、市燃气行业协会建立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信息化管

理平台，并负责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运行管理、日常维护和信

息公示，及时在深圳燃气信息网（www.szrqxh.com）更新各

区住建局录入的配送服务部相关信息。 

2、各区住建局负责将已备案的配送服务部信息录入信

息化管理平台，录入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名称、服务部名称、

地址、所属社区、备案号等。 

3、对撤消或停业的配送服务部，各区住建局负责在信

息化管理平台进行撤消或停业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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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送服务部信息的录入。 

1、服务部系统的登录 

各区局在深圳燃气信息网（www.szrqxh.com）首页位置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服务部系统平台。 

各区局的登录账号为深圳市燃气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管

理与公示平台登录的账号和密码。 

2、服务部信息的录入 

登录服务部系统后可以对服务部信息进行添加、修改、

删除、查询、导出等操作。 

（三）配送服务部标识牌的管理。 

1、市燃气行业协会负责制定配送服务部标识牌的统一

规格和样式，详见下图。 

服务部标识牌样式 

2、各区住建局录入已备案的配送服务部信息后，系统

将自动生成二维码信息，燃气经营企业须按照统一规格和样

式制作配送服务部标识牌。燃气经营企业可委托协会或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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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服务部标识牌。 

3、标识牌制作材料采用 88cm*60cm 的 304 号不锈钢，

标有清晰的二维码信息图案，图案与文字采用烤漆工艺，悬

挂于服务部外墙醒目位置，便于政府和市民辨别与查询。 

4、服务部标识牌丢失或损坏，由燃气经营企业可向协

会书面申请注销原标识牌，重新生成新的二维码，并制作新

的标识牌，原标识牌二维码扫描结果显示“作废”字样。 

咨询电话：0755-8328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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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 

已完成管道气改造用户钢瓶退瓶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禁止向已安装管道气的用户配送瓶装气，杜绝管

道气和瓶装气混用。 

（二）《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标准指引》第四部分“燃

气安全治理标准”第（一）项的第 3条明确要求：已经完成

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无使用瓶装燃气情况。 

（三）《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方案》

要求：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要完善城中村视频门禁系统，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向已完成管道气改造城中村送瓶装气，同

时加强巡查检查，防止出现瓶装燃气回潮的现象。 

二、工作指引 

（一）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通过验收后，市燃气

集团向街道办函告以下内容：实施现场开户点火服务的区域

范围，时间安排等。 

（二）街道办通知辖区内瓶装燃气企业：一是做好开户

点火区域范围内原瓶装气用户钢瓶回收准备工作；二是该区

域开户点火后不得继续向区域内用户提供瓶装燃气供应服

务。瓶装燃气企业及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见附件 6：《瓶装燃

气企业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负责人名单》。 

（三）街道办在城中村张贴《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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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附件 2：《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明确有关注意

事项。 

（四）街道办组织瓶装燃气企业现场办理退户退瓶手续

（包括回收钢瓶、退回押金等服务），并登记用户地址及退

瓶数量、规格等信息。 

（五）无法确认供气企业的 15Kg 钢瓶，由街道办委托

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统一回收，送指定的钢瓶检验机

构做报废处理，每个 15Kg 钢瓶退回用户 20 元。 

（六）钢瓶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钢瓶报废程序和流程对

钢瓶进行报废处理，并将报废记录（包括报废报告、处理流

向等）报市市场监管委并提供给街道办，不得有截留私存、

更换掉包等违规行为。 

（七）街道办应督促辖内居民住户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完

成瓶装燃气退户手续和退回钢瓶，开通管道天然气的用户户

内不再留存钢瓶，防止因习惯性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造成人

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三、其它事项 

（一）对本企业提供的钢瓶，瓶装燃气企业不得以任何

理由拒绝退还钢瓶押金和回收钢瓶。 

（二）无法确认供气企业的钢瓶，未经街道办授权，瓶

装燃气企业不得擅自回收。用户不得将钢瓶交给瓶装燃气企

业以外的单位处理（如废品回收等）。 

（三）瓶装燃气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已完成管道天然

气改造的区域内居民提供瓶装燃气供应服务，违反规定的企

业纳入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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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6: 

城中村燃气开户点火指引 

一、工作任务 

（一）《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加快推进“城中村”燃气管道建设，实现燃气管

道全覆盖，简化开户手续，提高管道气使用率，禁止向已安

装管道气的用户配送瓶装气，杜绝管道气和瓶装气混用。 

（二）《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标准指引》要求： 

1、已经完成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燃气灶具和燃气

热水器应全部更新或改造为天然气器具，且管道天然气开户

点火率达到 100%； 

2、已经完成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无使用瓶装燃气的

情况。 

（三）《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方案》

要求： 

1、完成管道天然气入户的用户点火率达到 100%。 

2、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要完善城中村视频门禁系统，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向已完成管道气改造城中村送瓶装气，同

时加强巡查检查，防止出现瓶装燃气回潮的现象。 

3、对已完成管道天然气入户的城中村中个别不符合燃

气管道安装条件的住房，一律改用电器。 

二、工作指引 

（一）安装天然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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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解落实工作任务 

街道办按照《深圳市加快推进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工作

方案》所列任务表，结合辖区城中村综合治理进度安排，分

解落实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年度计划。 

2．安装管道天然气 

通过多种模式实施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通过统租运营、

统一代建等模式实施城中村综合治理的，要将管道天然气进

村入户纳入综合治理范围一并实施，实施范围不限于各区城

中村任务范围；也可以由各区作为建设单位或委托代建单位

单项实施管道天然气进村入户。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需与

城中村综合治理同步实施、同步完成、同步验收。 

3．接驳供气 

市燃气集团负责结合城中村改造进度安排，及时完成城

中村配套市政燃气管道（含接驳燃气管道）的投资建设，确

保已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及时点火通气。 

（二）开户点火。 

1、现场开户点火对接 

城中村管道天然气工程通过验收的，市燃气集团主动与

街道办、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对接，共同确定现场开户点火的

时间、地点，制定详细现场办公计划与方案，现场开户点火

时间根据社区规模大小决定，确认后以公函告知街道办以下

内容：实施现场开户点火服务的区域范围，时间安排。街道

办负责在社区张贴《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可参考附

件 2：《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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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宣传 

街道办组织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召集业主大会，宣讲燃气

安全知识、讲解与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流程、明确已开通管

道气的城中村不再配送瓶装气等相关事宜，市燃气集团全面

配合。 

3、开展现场开户点火一站式服务 

市燃气集团负责提供现场开户点火服务，街道办可以组

织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提前或者现场开具业主房产证明，并负

责安排人员现场维持秩序。 

4、组织钢瓶回收单位进驻社区 

街道办组织瓶装燃气企业进驻社区回收用户钢瓶，具体

操作见材料 5：《已完成管道气改造用户钢瓶退瓶指引》。 

5、提供燃具现场销售和改造服务 

街道办组织天然气燃烧器具销售和安装维修单位为城

中村用户提供现场服务，具体操作见材料 2：《用户燃气器具

更新改造指引》。 

（三）开户注意事项。 

业主开户需提供以下材料： 

1、房产证明：业主提前取得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开具的

房产证明。 

2、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两面复印）。 

3、业主提供可供付燃气费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原件及

复印件（每月 25 日前账户上保证有足够余额）；如是租户的

扣款账户，另需提供租户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3 

业主提供开户资料后，市燃气集团现场审核资料并与业

主签订开户合同，市燃气集团将开户资料录入电脑，并将开

户合同批量移交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由业主到社区股份合

作公司领取开户合同。 

（四）点火注意事项。 

1、点火前检查炉具是否为天然气燃具 

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燃烧特性不同，原液化石油气灶

具和热水器不适用天然气，必须新购天然气器具或者对原液

化石油气器具进行相应的改造。详见附件 3：《天然气灶具、

热水器改造、购买须知》。 

2、检查新买天然气燃具 

（1）检查燃具的气源适配性、是否有合格证、是否有

绿标；（2）检查炉灶是否带熄火保护装置；（3）检查热水器

的类型是否合适，浴室内严禁安装非密闭式热水器，要求安

装平衡式（强制给排式）热水器。 

3、点火前检查用气场所 

符合如下条件：（1）管道安装符合规范，后期没有私自

改动管道；（2）燃具符合要求，且安装到位；（3）瓶装气已

搬离天然气用气场所。天然气开通后，家里不允许留有燃气

钢瓶。 

三、其它事项 

1、燃气管道验收合格后由市燃气集团管理，房屋装修

不允许私自改动管道，如有需要请致电深圳燃气申请改动； 

2、工程安装不符合规范的，报市燃气集团现场人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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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深圳燃气安排施工单位整改合格再开通点火； 

4、热水器和嵌入式炉灶推广使用安全型金属软管； 

5、未参加现场开户点火的，需到市燃气集团营业厅开

户，并致电 25199999 进行预约点火，市燃气集团将在预约

时间内上门点火。 

四、市燃气集团对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总协调人：甘剑平 83063683，13602650368 

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联系人： 

杨海翔 88660320，13570803905 

宝安区、龙华区、光明新区联系人： 

邢洪亮 27752275，13556863778 

龙岗区、坪山区、大鹏新区联系人： 

丁广荣 89722301，1363256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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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瓶装燃气配送服务部经营承诺书 

（供街道办参考） 

XX 街道办事处： 

依照我市《城中村供气综合治理方案》关于设立瓶装燃

气配送服务部的相关要求，我公司于 XX 社区设立 XX 瓶装燃

气配送服务部（地址：XXXX），为了保障社区瓶装燃气的安

全供应，履行企业诚信经营责任，我公司就 XX 瓶装燃气配

送服务部（下简称“配送服务部”）的经营管理作出以下承

诺： 

一、配送服务部作为我公司瓶装气供应站为社区服务的

延伸，以为社区提供安全优质的瓶装气产品和服务为宗旨。 

二、保证配送服务部的构筑物设施完整，功能完备，配

备与其供应能力相匹配的瓶装气抢险抢修工具（包括备品备

件、必要交通工具和检测仪器）、消防灭火器材和燃气泄露

报警装置，确保服务部安全运行。 

三、配送服务部具备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配置 2名或

以上的专职或兼职抢险抢修人员，以快速响应所覆盖社区的

瓶装气抢维修需求。 

四、配送服务部气瓶储存严格按照《液化石油气供应工

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III 类供应站标准执行，实瓶

最大存瓶量容积不超过一立方米。 

五、为了更好服务社区居民，配送服务部所有供气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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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名制度，社区居民所有送气要求均通过公司统一服务

电话受理，以杜绝假冒，保障社区居民权益和用气安全。 

六、配送服务部仅执行本企业统一调度的瓶装气配送及

相关服务和抢维修职能，不开展现场的瓶装气零售业务。 

七、配送服务部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免费安全用气指导服

务，配合社区做好安全用气宣传，协助社区为网格员提供燃

气安全管理培训。 

八、配送服务部保证为社区所配送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产

品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和计量标准，产品不参混二甲醚，不短

斤少两，只提供本企业专用气瓶，不使用过期钢瓶和报废钢

瓶。 

九、本配送服务部为本企业直接经营管理，不转包、不

转让、不以任何形式委托第三方经营管理；在该服务部工作

的所有员工均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劳动法律法规要求

办理用工手续，并持证上岗。 

十、本配送服务部自觉接受街道、社区和居民的监督，

遵守社区屋村各项管理规定，如因城市管理或建设需要需关

停服务部，我公司严格按有关要求关停并恢复场地原貌。 

 

 

承诺单位：XX 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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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告 

（供街道办参考） 

尊敬的  **社区   业主/用户： 

根据市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贵社区管

道天然气改造工程已竣工验收并接驳供气，具备开户点火条

件。根据《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治理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文件要求，已经完成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燃气灶

具和燃气热水器应全部更新或改造为天然气器具，且管道天

然气开户点火率达到 100%；已经完成管道天然气改造的住户

无使用瓶装燃气的情况；禁止向已安装管道气的用户配送瓶

装气，杜绝管道气和瓶装气混用；对已完成管道天然气入户

的城中村中个别不符合燃气管道安装条件的住房，一律改用

电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市燃气集团将安排工作人员于     年   月   

日 9:00—17:30 至     年   月   日 9:00—17:30 在贵小

区提供现场开户点火服务。现场服务地点设于       。业

主未能参加现场开户点火的，需到市燃气集团营业厅开户，

并致电 25199999 进行预约点火。 

（二）管道天然气点火前，业主/用户应当将户内液化

石油气钢瓶退回原供气企业，将原液化石油气灶具、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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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或改造为符合条件的天然气器具。 

（三）我办将组织瓶装燃气企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9:00—17:30 在贵社区提供瓶装气瓶回收服务，

回收点设于                 。请业主/用户于管道天然气

点火前联系供气企业办理销户手续及退瓶。无法确认供气企

业的 15Kg 钢瓶，我办委托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统一

回收，每个钢瓶退回用户 20 元。 

（四）我办将组织天然气器具销售单位和燃气燃烧器具

安装维修单位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9:00—17:30 提供现场服务，地点设于          。购买和

改造天然气灶具、热水器请查阅《天然气灶具、热水器改造、

购买须知》。 

（五）天然气开通后，户内不得留有燃气钢瓶。贵社区

将于     年   月   日起禁止向社区内居民配送瓶装气。

对未安装管道天然气的居民，请使用电等其他能源。 

 

 **区**街道办事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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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然气灶具、热水器改造、购买须知 

由于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燃烧特性不同，原液化石油

气灶具和热水器不能燃烧使用天然气，必须新购天然气器具

或者对原液化石油气器具进行相应的改造。 

一、选购燃气燃烧器具注意事项 

用户可以按照街道办发布的《管道天然气开户点火公

告》，到指定地点选购燃气燃烧器具，也可以通过深圳燃气

信息网（www.szrqxh.com）查询《深圳市燃气燃烧器具产品

销售目录》自行购买天然气器具。选购产品时请注意以下事

项： 

（一）灶具选购：一定要选购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

台式炉：只能摆放在灶台上面；嵌入式炉：镶嵌在灶台上，

但要注意按原灶台开孔尺寸选择。 

（二）热水器选购： 

安装在浴室内：只能选择强制给排气式即平衡机（代码

—JSG）; 

安装在浴室外：可以选择平衡机（代码—JSG）、强制排

气式即强排机（代码—JSQ），安装场所要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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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未封闭的阳台或室外：可以选择平衡机（代码—

JSG）、强排机（代码—JSQ）、室外机(代码—JSW)或容积式

热水器。 

（三）燃气燃烧器具应当粘贴天然气气源适配性标识

（如下图），扫描标识上的二维码可显示产品信息（如下图）。 

产品二维码信息 

二、安装燃气燃烧器具注意事项 

销售企业负责安装燃气燃烧器具，燃气燃烧器具安装有

严格的规范，燃具安装维修工必须持有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

颁发的二维码功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如下图），扫描二维

天然气气源适配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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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可显示维修工信息（如下图）。请用户认真核对上门安装

人员的持证情况，切勿找无证人员或自行安装。 

 

 

扫描二维码显示信息 

三、改造原液化石油气器具注意事项 

（一）用户应当委托具有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资质的

单位实施器具改造，改造后应当要求安装维修单位提供改造

职业技能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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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作业单。用户可以按照街道办发布的《管道天然气开户

点火公告》，到指定地点选择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单位，

也可以通过深圳燃气信息网（www.szrqxh.com）查询燃气燃

烧器具安装维修单位。 

（二）用户和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单位应严格按照燃

气器具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改造。下列燃气燃烧器具不

能进行改造： 

1、“三无”产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

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产品）； 

2、现行国家标准以及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的燃具，包括

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烟道式、直排式热水器等； 

3、使用期限超过报废年限 8年的燃具； 

4、虽未达到报废年限，但存在漏水、漏电、漏气、使

用非原厂配件、无法点火、外观严重变形或配件锈蚀严重的

燃具； 

5、燃气热水器电源插座无三相接地或接地失效的； 

6、已经改造过的燃气器具； 

7、热水器安装不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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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深圳市瓶装燃气企业送气服务电话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电话 标识 

1 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 83800000 
 

2 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 26828777 
 

3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88899888  

4 深圳市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26868999 
 

5 中海油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26852555 
 

6 深圳市宝润燃气有限公司 962299 
 

7 深圳市龙岗顺威煤气有限公司 967111 
 

8 深圳市六南能源有限公司 89927777 
 

9 深圳市深长宏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83225555 
 

10 深圳市利兴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7978999 
 

11 深圳市蓝光化工有限公司 28862162 
 

12 深圳市深燃利民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88864888 
 

13 深圳市燕山燕鹏石化有限公司 25797777 
 

14 深圳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 291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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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深圳市城中村天然气燃烧器具现场服务 

企业信息表 

（按品牌首字母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品牌 销售单位 
24 小时服务

电话 

销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售后负责

人联系电

话 

类别 型号 分类 
安装维修

单位 

1 

百富士 
深圳市昊

晟源电器

有限公司 

15814102750 
梁耀潘

13602699499

马新源

15814102

750 

热水器

JSQ31-TP17

(T) 
强排式 

深圳市昊晟

源电器有限

公司 

2 
JSG31-TP17

(T) 
平衡式 

3 
JSQW32-TP1

6 
室外机 

4 普珀仕 灶具 
JZT-CH878-

S01 
双头灶 

5 

大森 

深圳市大

森鼎城电

气有限 

公司 

4006712400 
罗春根

18924943230

杨思梦

18370577

067 

热水器

JSQ12-T 强排式 

深圳市昊晟

源电器有限

公司 

6 JSG14-C 平衡式 

7 JSQ16-8B 强排式 

8 

灶具 

JZT-288 
嵌入式双

头 

9 JZT-2042 
嵌入式双

头 

10 JZT-389 
嵌入式双

头 

11 

德意 

深圳市世

纪德意厨

具有限 

公司 

0755-831607

56 

刘海峰 

13543297299

李桂红

18038161

287  

热水器

JSQ24-RG65

02 
强排式 

深圳市世纪

德意厨具有

限公司 

12 
JSQ25-RG65

03 
强排式 

13 

灶具 

JZT-SE3101 
台嵌两用

双头 

14 JZT-SD2632 
台嵌两用

双头 

15 JZT-SD2635 
台嵌两用

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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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多田 

广州市联

上炉具贸

易有限 

公司 

4006628488 
周记杰

13430826601

罗熙新

13332982

385 

热水器

JSQ25YS120

0SU 12T 
强排式 

深圳市昊晟

源电器有限

公司 
17 

JSQ22YS110

0SU 12T 
强排式 

18 

多田 

广州市联

上炉具贸

易有限 

公司 

4006628488 
周记杰

13430826601

罗熙新

13332982

385 

灶具 

JSG22YS110

0FM 12T 
平衡式 

深圳市昊晟

源电器有限

公司 
19 

JZT-GA060G

T/S 

双眼嵌入

式灶 

20 

港华紫荆 

深圳市燃

气用具有

限公司 

4008840686/

18926555730 

张燕花

18033086026

葛洪伟

18033086

112 

灶具 

BZ-WQ15S 
嵌入式双

头灶 

深圳市燃气

用具有限公

司 

21 BZ-WQ02S 

一级能效

5.0 超大火

力嵌入式

双头灶 

22 
BZ-WT03SL/

R 

台式单头

灶 

23 
BZ-WT05SL/

R 

台式双头

灶 

24 

热水器

BKW-18006F

F 

6.5 升 白

色 平衡式

热水器 

25 
BKW-18008F

F 

8 升 白色

平衡式热

水器 

26 BW-S1002FM 

10 升 恒温

平衡式热

水器 

27 BW-K0801E 
8 升强排式

热水器 

28 BW-S1202EM 

12 升恒温

强排式热

水器 

29 

火王 

深圳市火

王燃气具

有限公司 

4006881992 
彭城

15807933839

胡文鑫

18737109

807 

热水器 JSQ26-W13 强排式 深圳市昊晟

源电器有限

公司 30 
0755-279571

85 
灶具 JZT-2Q 

嵌入式 

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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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老板 

深圳市诺

邦建材有

限公司 

95105855/07

55-83056671 

吴松青

15815577609

向文 

13826568

093 

灶具 

JZT-9B52 嵌入式双头 深圳市中安

顺实业有限

公司 

32 JZT-9G53 嵌入式双头

33 JZT-9G21 嵌入式双头

34 

老板 

深圳市诺

邦建材有

限公司 

95105855/07

55-83056671 

吴松青

15815577609

向文 

13826568

093 

灶具 

JZT-9B32 嵌入式双头

深圳市中安

顺实业有限

公司 

35 JZT-9B20 嵌入式双头

36 JZT-9B37 嵌入式双头

37 JZT-9G38 嵌入式双头

38 

美的 

深圳市美

福电器有

限公司 

4008899315 
陈式银

13502879778

付鉴飞

13827487

968 

热水器

JSQ22-12HW

A(T) 
强排式 

深圳市伍特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39 
JSQ22-12HS

6(T) 
强排式 

40 
JSQ30-16HI

6(T) 
强排式 

41 
JSQ30-16HS

6(T) 
强排式 

42 
JSQ30-16HT

5(T) 
强排式 

43 
JSQ22-12HT

5(T) 
强排式 

44 
JSG32-16HV

5(T) 
平衡式 

45 
JSQ20-10HW

A(T) 
强排式 

46 
JSQ20-10HA

(T) 
强排式 

47 

灶具 

JSG20-10HC

5(T) 
平衡式 

48 
JSG22-12HC

5(T) 
平衡式 

49 
JZT/Y-MQ45

03-G 
嵌入式双头

50 
JZT/Y-MQ72

10-S 
嵌入式双头

51 
JZT/Y-MQ72

11-S 
嵌入式双头

52 
JZT/Y-MQ72

11-G 
嵌入式双头

53 
JZT/Y-MQ72

30-G 
嵌入式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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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美的 

深圳市美

福电器有

限公司 

4008899315 
陈式银

13502879778

付鉴飞

13827487

968 

灶具 

JZT/Y-MQ76

38-G 

嵌入式 

双头 
深圳市伍特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55 
JZT/Y-MQ78

37-G 

嵌入式 

双头 

56 
JZT/Y-MQ78

37-S 

嵌入式 

双头 

57 

能率 

深圳市维

兴实业有

限公司 

83268215/83

268216 

戴武昭

13684968125

龚车姓

13684968

125 

热水器

JSG22-A(T) 

11 升智能

恒温平衡

式热水器

1160FFA

深圳市中安

顺实业有限

公司 

58 JSQ31-B2 

16 升智能

恒温带伺

服器强排

机 16B2AFE

59 

灶具 

JZT-1602G 
玻璃嵌入

式灶具 

60 JZT-1601S 
不锈钢嵌

入式灶具

61 JZT-1662S 
不锈钢嵌

入式灶具

62 

奇田 

深圳市奇

田电器有

限公司 

4007773118/

0755-841759

72 

卢燕飞

13798435768

卢燕飞

13798435

768 

热水器

JSG12-A 平衡式 

深圳市奇田

电器有限

公司 

63 JSG14-A  平衡式 

64 JSG16-8A 平衡式 

65 JSG20-10A 平衡式 

66 JSG24-12A 平衡式 

67 JSQ12-B6  强排式 

68 JSQ12-6 强排式 

69 
JSQ16-8A 

(T) 
强排式 

70 JSQ20-10A 强排式 

71 

灶具 

JSQ24-12A 强排式 

72 JZT-A 嵌入式双头

73 JZT-A4   嵌入式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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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奇田 

深圳市奇

田电器有

限公司 

4007773118/

0755-841759

72 

卢燕飞

13798435768

卢燕飞

13798435

768 

灶具 

JZT-A18-09 嵌入式双头

深圳市奇田

电器有限

公司 

75 JZT-A16  
嵌入式双

头 

76 
JZT-A16 玻

璃 

嵌入式双

头 

77 

帅丰 

深圳市毅

松商贸有

限公司 

18822850005 
罗劲松

18822850005

李雪寒

15919413

804 

集成灶

JZT-F16-9B 
嵌入式双

头 
深圳市中安

顺实业有限

公司 78 JZT-V7-3B 
嵌入式双

头 

79 

万家乐 

深圳市天

恩贸易有

限公司 

4007003888 
刘贵萍

18676562095

石旭光

18680016

810 

热水器

JSG16-8K3 平衡式 

深圳市伍特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80 JSG12-6P6 平衡式 

81 
JSQ30-16K3

.2 
强排式 

82 JSQ16-8M6 强排式 

83 JSG16-8P6 平衡式 

84 JSQ20-10K3 强排式 

85 JSG20-10K3 平衡式 

86 JSG24-12A3 平衡式 

87 

灶具 

JZT-TB10 台式双头

88 
JZT-QA10 

(W) 

嵌入式双

头 

89 JZT-QA01 
嵌入式双

头 

90 JZT-QJ12 
嵌入式双

头 

91 

万和 

深圳市夏

怡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4007708383 

0755-888559

90    

何帮勇

18128800033

龚保国

13302565

368 

热水器

JSQ16-8C8 强排式 

深圳市和顺

电器有限

公司 

92 
JSQ24-12ET

81 
强排式 

93 
JSQ30-16ET

81 
强排式 

94 JSG16-8B 平衡式 

95        热水器 JSG13-6.5B 

强抽普通

型平衡燃

气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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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万和 

深圳市夏

怡投资发

展有限 

公司 

4007708383 

0755-888559

90    

何帮勇

18128800033

龚保国

13302565

368 

热水器

JSQ20-10ET

17 

恒温强排

式燃气热

水器 

深圳市和顺

电器有限

公司 

97 
JSQ20-10ET

15 

恒温强排

式燃气热

水器 

98 
JSQ24-12ET

15 
强排式 

99 
JSG20-10ET

P81 

恒温型平

衡式燃气

热水器 

100 
JSG24-12ET

P81 
平衡式 

101 

灶具 

JZT-D7G02X 台式双头

102 JZT-E5L12X 嵌入式单头

103 JZT-B8B12X 嵌入式双头

104 JZT-B8B12X 嵌入式双头

105 JZT-C1B06X 嵌入式双头

106 JZT-C1L06X 嵌入式双头

107 JZT-C3B12X 嵌入式双头

108 JZT-C3L12X 嵌入式双头

109 

 

JZT-B9B10Z 嵌入式双头

110 JZT-B9L16Z 嵌入式双头

111 
真金 

深圳市真

金电气有

限公司 

0755-835637

57/0755-835

63868 

王世忠

13714253726

区元培

13602635

600 

灶具 

JZT-1301S 

(T) 
嵌入式双头 深圳市真金

电气有限

公司 112 JZT-228S(T) 嵌入式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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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瓶装燃气企业城中村燃气安全治理工作 

负责人名单 

序号 企业 姓名 手机 

1 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 温锦光 13802208721

2 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 韦继锋 13026663873

3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陈海松 13922834446

4 深圳市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陈晓锋 13725538333

5 深圳市宝润燃气有限公司 姜晓燕 15986652735

6 深圳市龙岗顺威煤气有限公司 刘  勇 13802291303

7 深圳市六南能源有限公司 叶永康 13631512666

8 深圳市深长宏源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陈晓文 15889658522

9 深圳市利兴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方泳金 18320978117 

10 深圳市蓝光化工有限公司 齐慧娟 13923743316

11 深圳市深燃利民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林惠松 15814484127

12 深圳市燕山燕鹏石化有限公司 陈  毅 18948715710

13 深圳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 黄  波 13823264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