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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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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山东交通学院、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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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流园区星级划分与评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山东省物流园区的分类、基本要求、星级划分、星级评估以及星级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内物流园区的星级划分、评估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GB/T 21334-2017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8354-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物流园区 logistics park

由政府规划并由统一主体管理，为众多企业在此设立配送中心或区域配送中心等，提供专业物流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物流产业集聚区。

[来源：GB/T 18354-2021,3.16]

物流运营面积 logistics operation area

物流园区内除了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外的物流设施和物流作业用地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

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场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用地等。

[来源：GB/T 30334-2013,3.3]

4 物流园区分类

货运服务型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应符合以下要求：

——依托空运、水运或陆运节点（枢纽）而规划建设；

——为大批量货物分拨、转运提供配套设施；

——主要服务于区域性物流转运及运输方式的转换。

注1：空港物流园区依托机场，以空运、快运为主，衔接航空与公路转运。

注2：港口物流园区依托海运或河港，衔接水运、铁路、公路转运。

注3：陆港（公路港、铁路港）物流园区依托公路枢纽或铁路场站，衔接铁路与公路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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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应符合以下要求：

——依托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园区等制造业集聚园区而规划建设；

——为生产型企业提供一体化物流服务；

——主要服务于生产企业物料供应、产品生产、销售和回收等。

商贸服务型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应符合以下要求：

——依托各类批发市场、专业市场等商品集散地而规划建设；

——为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一体化物流服务及配套商务服务；

——主要服务于商贸流通业商品集散。

口岸服务型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应符合以下要求：

——依托对外开放的海港、空港、陆港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而规划建设；

——为国际贸易企业提供国际物流综合服务；

——主要服务于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报检、仓储、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国际中转、国际转口

贸易、商品展示等。

综合型物流园区

具备以上两种及两种以上服务功能的物流园区。

5 基本要求

参与评估的物流园区应为山东省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运营的物流园区。

物流园区应运营 2 年以上，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

物流园区的规划设计应按照 GB/T 21334-2017 的要求执行，符合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的原则，满

足物流运营和管理的需要。

物流园区应在区域范围内提供社会化物流服务，承担与其定位相匹配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并具

备良好的交通条件，宜具备多式联运的条件。

6 物流园区星级划分

划分依据

通过对山东省内物流园区的规模水平、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综合效益等

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后，评估物流园区等级。

星级级别

山东省物流园区星级分为三级，为五星级物流园区、四星级物流园区、三星级物流园区。五星级最

高，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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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流园区星级评估

评估方法

山东省内物流园区星级评估工作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组建的评估专家组实施。物流园区的

星级评估宜以会议评估、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评估指标

山东省内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包括规模水平、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综

合效益等，详见附件A。

8 物流园区星级管理

应每三年对已评估星级物流园区进行复评，复评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结论。

——合格的可继续保留其已评估的级别，也可根据园区情况申请评估上一星级。

——不合格的降低其评估级别直至取消其评估等级。

若发生以下情况，将公告降级或取消其评估等级。

——发生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等级见附录 B。

——有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有重大服务质量事件。

被降级或取消等级的企业，自降级或取消星级之日起一年内，不予恢复或重新评估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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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山东省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A.1 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A.1.1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详见表A.1。

表 A.1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规模

水平

1.资产总额（亿元） ≥5 ≥3 ≥1

2.年营业额（亿元） ≥2 ≥1 ≥0.5

3.利润总额（万元） ≥1000 ≥600 ≥300

4.纳税总额（万元） ≥800 ≥500 ≥300

5.资产负债率 ≤60% ≤60% ≤60%

6.营业时间 3年以上 3年以上 2年以上

7.年吞吐量（万吨） ≥700 ＜700且≥300 ≥150

8.业务辐射面 国际范围 跨省区域范围 省内范围

设施

设备

1.园区规模（亩） ≥500 ＜500且≥300 ≥200

2.园区交通衔接度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3.配套服务设施 拥有金融、交通、工商、安检等各部门的配套服务设施

4.公共设施
具有与园区相适应的电力、供排水、通讯、道路、消防和防汛等基础设施，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衔接。

5.仓储面积（平方米） ≥100000 ＜100000且≥50000 ≥20000

6.仓储自动化水平

具有自动化仓储、搬运、

拣选、包装等的设备和信

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

选、包装等的机械设备和

信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选、

包装等的机械设备

7.托盘、周转箱等单元

化载具应用率
≥50% ≥30% ≥20%

8.自有或配套货车规模 总载重量大于10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5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3000 吨

服务

水平

1.入驻物流企业数量 ≥100 ≥50 ≥30

2.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3.商务服务

至少提供8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至少提供6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至少提供4项下列服务：

金融、保险、餐饮、住宿、

设施设备租赁、培训、中

介、产品及设备检测、汽

修汽配、加油加汽、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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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加汽、咨询等。 油加汽、咨询等。 等。

4.客户投诉响应时间 ＜24小时 ＜36小时 ＜48小时

5.入驻企业满意度 ≥98% ≥95% ≥90%

6.事故发生频率
两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人员

素质

1.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6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并且有五年以上物

流企业从业经验。

5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并且有三年以

上物流企业从业经验。

4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或经过专业培训。

2.基层员工
5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4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2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

学历

信息

化水

平

1.基础信息化设施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基础通信设施和信息交换、电子服务等

2.园区公共服务信息化

平台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

发布、在线交易、在线结

算、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

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在线交易、在线结算、

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至少

三项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布、

在线交易、信息平台应用托管

等服务等至少两项服务

3.园区管理信息化水平 ≥90% ≥80% ≥70%

4.货物识别技术应用率 ≥90% ≥70% ≥50%

5.入驻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

拥有先进的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较为先进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信息管理平台及货物跟

踪、客户查询等信息化服务

功能

综合

效益

1.社会贡献率 ≥5% ≥5% ≥5%

2.单位土地产出率（亿

元/km
2
）

≥20 ≥10 ≥5

3.投资回报率 前三年平均≥10% 前三年平均≥8% 前三年平均≥5%

其他

1.园区文化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园区文化渗入

园区管理各个环节。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园

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刊物

等。

2.园区品牌建设
行业骨干园区并获国

家级及省级表彰
获省级及市级表彰 获市级及县级表彰

3.环境水平 符合GB/T 21334-2017中的规定。

4.园区社会责任 参加或介入应急物流及其他公益活动。

A.1.2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详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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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规模

水平

1.资产总额（亿元） ≥5 ≥3 ≥1

2.年营业额（亿元） ≥2 ≥1 ≥0.5

3.利润总额（万元） ≥2000 ≥1500 ≥1000

4.纳税总额（万元） ≥2000 ≥1000 ≥800

5.资产负债率 ≤60% ≤60% ≤60%

6.营业时间 3年以上 3年以上 2年以上

7.年吞吐量（万吨） ≥700 ＜700且≥300 ≥150

8.业务辐射面 国际范围 跨省区域范围 省内范围

设施

设备

1.园区规模（亩） ≥500 ＜500且≥300 ≥200

2.园区交通衔接度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3.配套服务设施 拥有金融、交通、工商、安检等各部门的配套服务设施

4.公共设施
具有与园区相适应的电力、供排水、通讯、道路、消防和防汛等基础设施，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衔接。

5.仓储面积（平方米） ≥60000 ＜60000且≥30000 ≥10000

6.仓储自动化水平

具有自动化仓储、搬运、

拣选、包装等的设备和信

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

选、包装等的机械设备和

信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选、

包装等的机械设备

7.托盘、周转箱等单元

化载具应用率
≥90% ≥70% ≥50%

8.自有或配套货车规模 总载重量大于1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300吨 总载重量大于100 吨

服务

水平

1.入驻物流企业数量 ≥20 ≥15 ≥10

2.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3.商务服务

至少提供8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6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4项下列服务：

金融、保险、餐饮、住宿、

设施设备租赁、培训、中

介、产品及设备检测、汽

修汽配、加油加汽、咨询

等。

4.客户生产计划响应时

间
＜12小时 ＜12小时 ＜24小时

5.生产企业满意度 ≥98% ≥95% ≥90%

6.事故发生频率
两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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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素质

1.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6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并且有五年以上物

流企业从业经验。

5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并且有三年以

上物流企业从业经验。

4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或经过专业培训。

2.基层员工
5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4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2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

学历

信息

化水

平

1.基础信息化设施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基础通信设施和信息交换、电子服务等

2.园区公共服务信息化

平台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

发布、在线交易、在线结

算、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

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在线交易、在线结算、

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至少

三项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布、

在线交易、信息平台应用托管

等服务等至少两项服务

3.园区管理信息化水平 ≥90% ≥80% ≥70%

4.货物识别技术应用率 ≥90% ≥70% ≥50%

5.入驻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

拥有先进的信息管理平

台，与生产企业的ERP系

统对接，实现排产的物料

需求订单及货物跟踪、客

户查询等信息化服务功

能

拥有较为先进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信息管理平台及货物跟

踪、客户查询等信息化服务

功能

综合

效益

1.社会贡献率 ≥5% ≥5% ≥5%

2.单位土地产出率（亿

元/km
2
）

≥20 ≥10 ≥5

3.投资回报率 前三年平均≥10% 前三年平均≥8% 前三年平均≥5%

其他

1.园区文化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园区文化渗入

园区管理各个环节。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园

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刊物

等。

2.园区品牌建设
行业骨干园区并获国

家级及省级表彰
获省级及市级表彰 获市级及县级表彰

3.环境水平 符合GB/T 21334-2017中的规定。

4.园区社会责任 参加或介入应急物流及其他公益活动。

A.1.3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详见表A.3。



DB XX/T XXXX—XXXX

8

表 A.3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规模

水平

1.资产总额（亿元） ≥5 ≥3 ≥1

2.年营业额（亿元） ≥2 ≥1 ≥0.5

3.利润总额（万元） ≥1000 ≥600 ≥300

4.纳税总额（万元） ≥800 ≥500 ≥300

5.资产负债率 ≤60% ≤60% ≤60%

6.营业时间 3年以上 3年以上 2年以上

7.年吞吐量（万吨） ≥700 ＜700且≥300 ≥150

8.业务辐射面 国际范围 跨省区域范围 省内范围

设施

设备

1.园区规模（亩） ≥500 ＜500且≥300 ≥200

2.园区交通衔接度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3.配套服务设施 拥有金融、交通、工商、安检等各部门的配套服务设施

4.公共设施
具有与园区相适应的电力、供排水、通讯、道路、消防和防汛等基础设施，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衔接。

5.仓储面积（平方米） ≥80000 ＜80000且≥50000 ≥20000

6.仓储自动化水平

具有自动化仓储、搬运、

拣选、包装等的设备和信

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

选、包装等的机械设备和

信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选、

包装等的机械设备

7.托盘、周转箱等单元

化载具应用率
≥90% ≥70% ≥50%

8.自有或配套货车规模 总载重量大于3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1500吨 总载重量大于1000 吨

服务

水平

1.入驻物流企业数量 ≥50 ≥30 ≥10

2.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3.商务服务

至少提供8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6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4项下列服务：

金融、保险、餐饮、住宿、

设施设备租赁、培训、中

介、产品及设备检测、汽

修汽配、加油加汽、咨询

等。

4.客户投诉响应时间 ＜24小时 ＜36小时 ＜48小时

5.入驻企业满意度 ≥98% ≥95% ≥90%

6.事故发生频率
两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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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素质

1.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6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并且有五年以上物

流企业从业经验。

5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并且有三年以

上物流企业从业经验。

4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或经过专业培训。

2.基层员工
5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4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2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

学历

信息

化水

平

1.基础信息化设施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基础通信设施和信息交换、电子服务等

2.园区公共服务信息化

平台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

发布、在线交易、在线结

算、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

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在线交易、在线结算、

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至少

三项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布、

在线交易、信息平台应用托管

等服务等至少两项服务

3.园区管理信息化水平 ≥90% ≥80% ≥70%

4.货物识别技术应用率 ≥90% ≥70% ≥50%

5.入驻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

拥有先进的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较为先进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信息管理平台及货物跟

踪、客户查询等信息化服务

功能

综合

效益

1.社会贡献率 ≥5% ≥5% ≥5%

2.单位土地产出率（亿

元/km
2
）

≥20 ≥10 ≥5

3.投资回报率 前三年平均≥10% 前三年平均≥8% 前三年平均≥5%

其他

1.园区文化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园区文化渗入

园区管理各个环节。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园

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刊物

等。

2.园区品牌建设
行业骨干园区并获国

家级及省级表彰
获省级及市级表彰 获市级及县级表彰

3.环境水平 符合GB/T 21334-2017中的规定。

4.园区社会责任 参加或介入应急物流及其他公益活动。

A.1.4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详见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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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星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规模

水平

1.资产总额（亿元） ≥5 ≥3 ≥1

2.年营业额（亿元） ≥2 ≥1 ≥0.5

3.利润总额（万元） ≥2000 ≥1500 ≥1000

4.纳税总额（万元） ≥2000 ≥1000 ≥800

5.资产负债率 ≤60% ≤60% ≤60%

6.营业时间 3年以上 3年以上 2年以上

7.年吞吐量（万吨） ≥700 ＜700且≥300 ≥150

8.业务辐射面 国际范围 跨省区域范围 省内范围

设施

设备

1.园区规模（亩） ≥500 ＜500且≥300 ≥200

2.园区交通衔接度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总用地面积的20%

3.配套服务设施 拥有金融、交通、工商、安检等各部门的配套服务设施

4.公共设施
具有与园区相适应的电力、供排水、通讯、道路、消防和防汛等基础设施，纳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衔接。

5.仓储面积（平方米） ≥100000 ＜100000且≥50000 ≥20000

6.仓储自动化水平

具有自动化仓储、搬运、

拣选、包装等的设备和信

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

选、包装等的机械设备和

信息系统

具有辅助仓储、搬运、拣选、

包装等的机械设备

7.托盘、周转箱等单元

化载具应用率
≥50% ≥30% ≥20%

8.自有或配套货车规模 总载重量大于10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5000吨 总载重量大于3000 吨

服务

水平

1.入驻物流企业数量 ≥100 ≥50 ≥30

2.管理制度 有健全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3.商务服务

至少提供8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6项下列服

务：金融、保险、餐饮、

住宿、设施设备租赁、

培训、中介、产品及设

备检测、汽修汽配、加

油加汽、咨询等。

至少提供4项下列服务：

金融、保险、餐饮、住宿、

设施设备租赁、培训、中

介、产品及设备检测、汽

修汽配、加油加汽、咨询

等。

4.客户投诉响应时间 ＜24小时 ＜36小时 ＜48小时

5.入驻企业满意度 ≥98% ≥95% ≥90%

6.事故发生频率
两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一年内无重大事故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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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素质

1.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6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并且有五年以上物

流企业从业经验。

5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并且有三年以

上物流企业从业经验。

40%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或经过专业培训。

2.基层员工
5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40%以上具有中等以

上学历

20%以上具有中等以上

学历

信息

化水

平

1.基础信息化设施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基础通信设施和信息交换、电子服务等

2.园区公共服务信息化

平台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

发布、在线交易、在线结

算、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

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在线交易、在线结算、

信息平台应用托管等至少

三项服务

可为入住企业提供信息发布、

在线交易、信息平台应用托管

等服务等至少两项服务

3.园区管理信息化水平 ≥90% ≥80% ≥70%

4.货物识别技术应用率 ≥90% ≥70% ≥50%

5.入驻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

拥有先进的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较为先进信息管理平

台及货物跟踪、客户查询

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拥有信息管理平台及货物跟

踪、客户查询等信息化服务

功能

综合

效益

1.社会贡献率 ≥5% ≥5% ≥5%

2.单位土地产出率（亿

元/km
2
）

≥20 ≥10 ≥5

3.投资回报率 前三年平均≥10% 前三年平均≥8% 前三年平均≥5%

其他

1.园区文化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园区文化渗入

园区管理各个环节。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

园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

刊物等。

有完整的园区文化，包括园

区标识及其意义，宣传刊物

等。

2.园区品牌建设
行业骨干园区并获国

家级及省级表彰
获省级及市级表彰 获市级及县级表彰

3.环境水平 符合GB/T 21334-2017中的规定。

4.园区社会责任 参加或介入应急物流及其他公益活动。

A.2 指标说明

A.2.1 园区规模

物流园区占地面积。

A.2.2 年度吞吐量

年度内出入物流园区的货物数量。

A.2.3 社会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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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总额占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体现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成支付价值的能力。

社会贡献率 = �1
�
× 100%··········································· (A.1)

式中：

C1——社会贡献总额

C——平均资产总额

注：社会贡献总额即企业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包括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 利

息支出净额，应交或已交的各项税款。

A.2.4 单位土地产出率

物流园区年产值占物流园区占地面积的比率。

单位土地产出率 = �
�
× 100%·········································(A.4)

式中：

式中：

A——物流园区年产值

T——物流园区占地面积

单位土地产出率=物流园区年产值/物流园区占地面积。

A.2.5 投资回报率

园区所有的建设运营成本（包括园区内企业的）占园区总收入的比率。

投资回报率 = �
�
················································· (A.5)

式中：

C——园区所有的建设运营成本（包括园区内企业的）

R——园区总收入

注：园区总收入指园区运营方和园内企业在园区内所取得的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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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

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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