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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说明

一、考试目的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应我国经

济社会安全发展需要,提高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员素质,客观评价

中级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二、考试性质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是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和应急管理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职业资格考试.考

试合格者,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中级).

三、考试方式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在答题

卡上作答.

四、考试科目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科目共四科,设公共科目

和专业科目.公共科目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生产技术基础»;专业科目为«安全生产专业实务»,包括煤矿

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金属冶炼安全、建筑施工安

全、道路运输安全、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７个专业类别.专

业科目实行分卷考试,考生在报名时应根据工作需要选择一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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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别进行考试.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石油天然气开采、燃

气、电力等行业的考生应选择其他安全专业类别.

五、试卷结构

公共科目的考试题型为客观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

题两部分.单项选择题的备选项中,只有１个最符合题意.多项

选择题的备选项中,有２个或２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１个错

项.错选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０．５分.试卷中有

７０个单项选择题,每题１分;１５个多项选择题,每题２分.

专业科目试题包括专业安全技术和安全生产案例分析两部

分.专业安全技术部分题型为客观题,均为单项选择题,占分值的

２０％;安全生产案例分析部分题型包括客观题(占分值的１０％)和

主观题(占分值的７０％),客观题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主

观题为综合案例分析题.

四个科目试卷总分均为１００分,考试时间均为２．５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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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一、考试目的

考查专业技术人员掌握和运用现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分析、判断和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内容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

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有关安全生产重要文件.

(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

依照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框架和内容,判断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地位和效力.了解安全生产依法

行政与法治政府等内容.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依照本法分析、解决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安全管理

机构与人员的职责、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和安全生产的

监督管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以及安全生产标

准化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四)安全生产单行法律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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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开采的安全保障和矿山企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火灾预防、

消防组织建设和灭火救援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

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

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规定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检验、检测,监督管理,事故应急救援与

调查处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

责任.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建筑工程

设计、建筑施工等安全生产及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

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五)安全生产相关法律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与安全生产有关内容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照生产安全刑事犯罪和处罚的基本规定,

分析生产安全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判断生产安全犯罪的主体、

定罪标准及相关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照本法分析、解决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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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行政处

罚的管辖和适用,行政处罚的决定,行政处罚的执行以及行政管理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

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依照本法分析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监督

检查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依照本法分析劳动合同制

度中关于安全生产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

责任.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依照本法分析突发事

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等方面的有关

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依照本法分析职业病危

害预防、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

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六)安全生产行政法规

１．«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企业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应遵守的程序和安全生产许可监督管理

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煤矿安全监察和煤

矿事故调查处理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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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３．«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依照本

规定判断煤矿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分析煤矿停产整顿、关

闭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４．«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建设工程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及工程监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

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危险化学品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以及事故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有关法律

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运输和烟花爆竹燃放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

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７．«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以及爆破作业等方面的有关法律

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８．«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特种设备生

产、使用、检验检测、监督检查以及事故预防和调查处理等方面的

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９．«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工作体制、应急准备和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

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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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

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１．«工伤保险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工伤保险费缴纳、工伤

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给予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等方面的有关

法律问题,判断违法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２．«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依照本条例分析大型

群众性活动安全责任、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

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３．«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女职工禁

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产期从业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法

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七)安全生产部门规章及重要文件

１．«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文件.依照本

办法及相关制度文件,分析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和注册安全

工程师应负职责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和相关

制度文件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生产经营单

位和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要求,注册安

全工程师注册、执业、权利和义务、继续教育的要求,判断违反本规

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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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

员安全培训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

负的法律责任.

４．«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

分析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发证和复审等方面的有关

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５．«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安全培训机

构、安全培训、考核、发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６．«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

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７．«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评审、发布、备案、培训、演练方面的有关

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８．«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生

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处置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

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９．«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及备案审查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０．«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依照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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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论证、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施工和竣工验收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１．«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

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２．«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煤

矿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设计审查、施工和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

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

责任.

１３．«煤矿安全规程».依照本规程分析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等方面的要求,判断违反本规程的行为.

１４．«煤矿安全培训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煤矿企业从业人

员安全培训、考核、发证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５．«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依照本办

法分析非煤矿矿山企业应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申请、受理、审核和颁发、延期和变更、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

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６．«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依照本办法分

析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发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承包单位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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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职责、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

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７．«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尾矿库建

设、运行、回采和闭库、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

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８．«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依照本规定

分析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

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１９．«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依照本

办法分析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和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申请、颁发、变更、延期、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０．«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审查、颁发、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２．«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依照

本办法分析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和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颁发、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

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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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依照本办法分析经

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条件、经营许可证的申请

与颁发、经营许可证的变更和延期、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４．«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依照本办法分

析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条

件和安全使用许可证的申请、颁发、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５．«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的规划、建设、运行和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法

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６．«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依照本办法

分析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监督

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及应负的法

律责任.

２７．«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依照本规

定分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与评估、安全管理、监督检查等

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２８．«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依

照本规定分析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保障、监督管理等方

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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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依照本规

定分析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

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

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０．«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

分析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与颁发以

及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

的法律责任.

３１．«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建

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以及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法

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２．«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安全责任以及监督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问

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３．«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依照本规

定分析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在前期保障、专项施工方案和

现场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及

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４．«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依照本规定分析海洋石油开

采企业和向作业者提供服务的企业或者实体的安全生产保障、监

督管理、应急预案与事故处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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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５．«海洋石油安全管理细则».依照本细则分析海洋石油生

产设施的备案管理、生产作业的安全管理、安全培训、应急管理、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问题,判断违反本

细则的行为及应负的法律责任.

３６．有关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依据«煤矿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判定相应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３７．«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依据该目录分析判

定煤矿安全、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职业健康等方面应淘汰的落

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

(八)其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

考生应掌握的新发布、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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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

一、考试目的

考查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安全生产管理基础理论和方法,辨识、

评价和控制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与控制措施,分

析、判断和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１．安全生产管理理论.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精神.掌握事故、事故隐患、危险源分类、事故致因理论、安

全原理、安全生产管理理念、安全心理和行为、安全文化等基本原

理,运用上述原理、法则,辨识、分析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事故的原

因、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指导思想和方法,制定

相应的事故预防措施.

２．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掌握我国现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的内

容和要求.

３．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制定和修订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４．安全生产标准化.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和

相关行业标准,策划制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案.

５．安全评价.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进行

安全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因素,提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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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技术和管理对策措施建议,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６．安全文化.根据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和评价的相关标准,评

估企业安全文化现状,制定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规划和计划.

７．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相关

标准和方法,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价、监管、控制和

应急管理.

８．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体系,制定和修订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９．安全操作规程.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辨识作业风险,制定和修订设备、设施和危险岗位的安全操作

程序.

１０．安全生产投入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根据安全生产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分析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需求,编制企业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计划.了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１１．安全技术措施计划.根据安全生产措施计划的相关规定,

编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１２．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解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实际问题.

１３．设备设施安全.运用相关标准和技术措施,进行设备设施

选用、安装、调试、使用、检测检验、维护、拆除、报废等设备设施过

程管理,制定设备设施检维修过程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分析设

备常见故障的原因,制定事故预防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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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作业场所环境管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辨识不良作业环境,提出相应的安全措施.

１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分析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需求,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方案,评估教育和培训效果.

１６．安全生产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组织编制安全生产检查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及

事故隐患排查,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提出治理方案,统计分析

和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１７．职业病危害预防和管理.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辨识标

准和职业病危害评价方法,辨识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制定相

应控制措施.

１８．劳动防护用品管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选用和验收劳动防护用品,掌握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方法.

１９．危险作业管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规定,辨识爆破、吊装、动火、高处、受限空间(有限空间)、临时用电

等作业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技术措施.

２０．相关方安全管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识别相关方作业中存在的风险,制定相应管理和控制措施,制

定企业承包和租赁活动中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等,解决企业承包

和租赁经营过程中相关方安全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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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应急管理.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

安全风险评估,分析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需求,规划企业应急救援体

系,编制应急预案,策划应急演练,完善应急准备,评估演练效果.

２２．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与分析.根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运用事故调查技术和方法,进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取

证、原因分析、性质认定,制定事故防范措施.

２３．安全生产统计分析.运用安全生产统计指标以及常用统

计分析方法,分析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与规律,制定事故防范对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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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一、考试目的

考查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安全技术和标准,辨识、分析、评价作

业场所和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采取相应防范技术措

施,消除、降低事故风险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１．机械安全技术.运用机械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分

析、评价作业场所和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机械安全风险,解决切削、

冲压剪切、木工、铸造、锻造和其他机械安全技术问题.运用安全

人机工程学理论和知识,解决人机结合的安全技术问题.

２．电气安全技术.运用电气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分

析、评价作业场所和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电气安全风险,解决防触

电、防静电、防雷击、电气防火防爆和其他电气安全技术问题.

３．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运用特种设备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分析、评价特种设备和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解决锅

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技术问题.

４．防火防爆安全技术.掌握火灾、爆炸机理,运用防火防爆安

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分析和评价火灾、爆炸安全风险,制定相

应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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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通用安全技术.运用其他相关通用安全技术和标准,

辨识和分析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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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业实务

一、考试目的

考查专业技术人员掌握专业安全技术,并综合运用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政策、安全生产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

安全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专业安全技术

１．煤矿安全技术

(１)煤矿开采技术基础.运用煤矿安全开采理论和方法,辨识

和分析煤矿设计、开拓、采掘等工程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

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２)煤矿通风技术.运用煤矿通风相关技术和标准,制定解决

煤矿生产过程中的通风需求、通风系统优化、灾变通风等问题的安

全技术措施.

(３)瓦斯防治技术.运用煤矿瓦斯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进行

瓦斯涌出量预测、瓦斯抽放、煤与瓦斯突出等工程的参数测定或工

程设计,制定预防瓦斯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等事故的安全技术

措施.

(４)防灭火技术.运用煤矿防灭火相关技术和标准,依据规定

进行火灾监测、早期预测预报、火区管理和防灭火等工程的参数测

—８１—



定或工程设计,制定预防火灾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５)粉尘防治技术.运用防尘相关技术和标准,制定粉尘浓度

监测、控制等技术方案以及预防粉尘危害和爆炸事故的安全技术

措施.

(６)防治水技术.运用煤矿水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制定水

文地质监测、水害排查与预报、防治水等技术方案以及预防煤矿透

水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７)地压灾害防治技术.运用矿山地压灾害防治相关技术和

标准,辨识和分析矿山开采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制定预防煤矿

冒顶片帮和冲击地压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８)爆破技术.运用爆破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作业过

程中危险、有害因素,制定预防爆破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９)机电运输技术.运用煤矿机电运输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和分析煤矿机电运输系统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预防煤

矿机电运输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１０)边坡灾害防治技术.运用边坡灾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

准,辨识和分析剥离、穿孔、爆破、采装等作业过程中危险、有害因

素,制定预防边坡灾害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１１)排土场及矸石山灾害防治技术.运用排土场及矸石山灾

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作业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

制定预防排土场及矸石山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

(１２)矿山救护.运用国家矿山救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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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定矿井灾害应急救护技术措施.

２．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技术

(１)金属非金属矿山开采技术基础.了解矿山工程地质、水文

地质的主要特征,了解金属非金属矿山的主要开发方式.

(２)矿山自然与地质灾害防治技术.运用矿山自然与地质灾

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矿山开采过程中的暴雨、洪

水、泥石流、地震、台风、海啸、暴风雪、雷电、山体崩塌、滑坡、滚石

等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３)矿山通风技术.运用矿山通风相关技术和标准,提出解决

矿山生产过程中的通风、降尘、通风系统优化等问题的安全技术

措施.

(４)矿山地压灾害防治技术.运用矿山地压灾害防治相关技

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矿山开采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制定预防

矿山冒顶片帮、空区垮塌、井巷变形与岩爆等地压事故的安全技术

措施.

(５)地下空区危害防治技术.运用地下空区危害防治相关技

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采空区、疏干后的岩溶空区引起的地表塌

陷、山体崩塌、边坡滑坡等灾害,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６)矿山水灾防治技术.运用矿山水灾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和分析洪水淹井、井下透水、矿井突泥等灾害,制定相应安全

技术措施.

(７)爆破危害防治技术.运用爆破危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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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和分析早爆、拒爆、爆破震动、爆破飞石、爆破冲击波、炮烟中

毒和窒息等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８)矿井火灾防治技术.运用矿井火灾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和分析矿井火灾、灼烫、中毒和窒息等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

应安全技术措施.

(９)提升与运输危害防治技术.运用提升与运输危害防治相

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罐笼与电梯井的断绳坠落、过卷或过放

冲击,斜井(斜坡)提升跑车,带式输送机运输的机械伤害,其他运

输的车辆伤害等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１０)矿山边坡灾害防治技术.运用矿山边坡灾害防治相关技

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边坡滑坡、滚石、泥

石流等灾害,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１１)排土场(废石场)灾害防治技术.运用排土场(废石场)灾

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排土场(废石场)滚石、滑坡、

坍塌、泥石流等灾害,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１２)尾矿库灾害防治技术.运用尾矿库灾害防治相关技术和

标准,辨识和分析坝坡失稳、地震液化、渗透破坏、洪水漫顶等灾

害,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１３)矿山机械、电气等其他危害防治技术.运用矿山机械、电

气等其他危害防治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矿山机械伤害、电

气伤害、高处坠落、中毒和窒息、物体打击、其他爆炸等危险、有害

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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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工安全技术

(１)化工安全技术基础.了解化工安全生产特点、化工工艺及

相关设备设施.掌握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及其分类、主要化学反应

类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方法、安全技术说明书及安全标

签编写方法.

(２)化工过程安全生产技术.运用化工生产和危险化学品相

关技术和标准,识别化工生产、设备运行、检维修、装置开停车等环

节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３)化工建设项目安全技术.运用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基

本知识和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保护层分析(LOPA)等

风险辨识和评价方法,对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就项目的

本质安全提出改进或完善的建议.

(４)特殊作业安全技术.运用特殊作业管理相关技术和标准,

识别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等高风险特殊作业过程中的危

险、有害因素,辨识特殊作业环节安全风险,制定相应安全技术

措施.

(５)化学品储运安全技术.运用危险化学品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危险化学品包装、储存、装卸、运输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制

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６)化工过程控制和检测技术.运用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系统的相关技术和标准,对装置的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

统的设置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掌握紧急停车系统(ESD)、化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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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仪表系统(SIS)及其技术要求.了解化工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

控制方式,了解噪声、振动、粉尘、火灾、温度、气体等检测方法,了

解化工过程的故障诊断技术、无损检测技术.

(７)化工事故应急救援技术.运用主要化工事故灾害类型的

应急救援技能和急救知识,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了解各类应急器材的工作原理、使用要求和适用范围,根据化工企

业事故类型的特点,判定企业配备的应急救援器材的符合性.

(８)化工火灾扑救.根据相关消防标准规范,分析、判断化工

企业火灾危险性和采取的火灾防控措施,掌握灭火剂类型、工作原

理、适用对象,掌握化工企业消防器材和设施配备要求,以及使用

和维护要求.

４．金属冶炼安全技术

(１)生产工艺流程.掌握冶金和有色金属行业的主要生产工

艺流程及其安全生产特点.

(２)烧结球团安全技术.运用烧结球团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

辨识和分析储料、烧结、球团等系统生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

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３)焦化安全技术.运用焦化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

析备煤、炼焦、煤气净化、苯加氢及煤焦油加工等系统生产运行、设

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分析危险工艺、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４)炼铁安全技术.运用炼铁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

—３２—



析高炉本体,供、装料,富氧鼓风,荒煤气,煤粉喷吹,渣、铁处理等

系统生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

安全技术措施.

(５)炼钢安全技术.运用炼钢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

析备料、转炉炼钢、电炉炼钢、精炼、连铸、转炉煤气回收等系统生

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

术措施.

(６)轧钢安全技术.运用轧钢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

析备料、加热、轧制等系统生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７)有色金属压力加工安全技术.运用有色金属压力加工安

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备料、工业炉、轧制等系统生产运

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

措施.

(８)煤气安全技术.运用煤气储存、输配安全相关技术和标

准,辨识和分析煤气柜、煤气加压机、煤气管道及其附属设备等生

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掌握煤气事故的应急处置.

(９)冶金企业常用气体安全技术.运用冶金企业常用气体安

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氧气、氮气、氩气和氢气等生产运

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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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铝冶炼安全技术.运用铝冶炼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

识和分析氧化铝、铝电解、预焙阳极等生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

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１１)重金属及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安全技术.运用重金属、贵

重金属和稀有金属等冶炼安全相关技术和标准,辨识和分析其生

产运行、设备检修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

术措施.

５．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１)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基础.掌握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特点,施

工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方法,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类型和

预防措施.运用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专项施工方案,规范施工安全生产.

(２)建筑施工机械安全技术.掌握建筑施工机械的主要安全

装置和作业方法以及特种设备、起重机械的验收、管理程序和作业

人员的安全管理要求.运用建筑施工机械安全技术和相关标准,

分析建筑施工机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

安全技术措施.

(３)建筑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掌握三相五线制低压电力

系统的安全技术要求以及外电线路、配电线路、施工照明、配电箱

及开关箱的安全技术要求.运用建筑施工临时用电安全技术和相

关标准,分析施工临时用电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

应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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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安全防护技术.掌握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安全防护

用品正确使用要求以及临边与洞口作业、攀登与悬空作业、操作平

台与交叉作业等安全防护要求.运用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和相关标

准,分析高处作业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

全技术措施.

(５)土石方及基坑(槽)工程安全技术.掌握土石方工程和基

坑(槽)工程中围护、降水、基坑支护、结构回筑等施工过程中的安

全技术要求以及人工开挖、机械开挖的安全技术措施.运用建筑

施工安全技术和相关标准,分析土石方及基坑(槽)工程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６)脚手架、模板工程安全技术.掌握脚手架、模板工程在施

工、检查与验收过程中的安全技术要点.运用脚手架、模板工程安

全技术和相关标准,分析脚手架、模板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危

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掌握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施工安全与风险管理方法以及施工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运用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和相关标准,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安全技术措施.

(８)专项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掌握钢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有限空间作业、拆除工程等专项

工程安全技术要点.掌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范围和安

全技术要求.运用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和相关标准,分析专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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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９)应急救援.根据建筑施工存在的事故风险,编制专项应急

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

６．道路运输安全技术

(１)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基础.掌握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基本特

点,运用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

进行道路运输行业重大危险源辨识与隐患排查,制定相应风险管

理措施.运用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管理理论,分析驾驶员操作失误

和运输车辆安全隐患,制定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管理措施.运用道

路运输信息化基础技术,按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基本要求,梳

理、分析运输事故原因,提出安全应对措施.掌握道路运输中驾驶

员劳动防护相关要求,以及相关消防设施及器材的功能和使用要

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了解道路及其安全设施的作用和

使用要求,了解特殊道路和环境车辆安全运行技术及紧急情况的

应对处理基本技能.

(２)道路旅客运输安全技术.掌握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基

本特点,运用道路旅客运输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标准规范,分析客运驾驶员、车辆技术状况及动态监控、运输经营

行为等方面的安全技术和管理要求,组织实施驾驶人安全培训教

育;针对不同道路旅客运输各环节的风险隐患,提出相应的安全技

术措施,制定道路旅客运输各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管控措施.了

解新时期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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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道路货物运输安全技术.掌握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基

本特点,运用道路货物运输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标准规范,分析运输车辆装备的安全技术要求、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组织实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分析货物运

输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特点及要求,针对重大安全隐患提出治理

措施,尤其是典型危险货物运输风险管控相关内容和要求.了解

新时期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管理要求.

(４)道路运输站场安全生产技术.掌握道路旅客及货物运输

站场安全生产特点,运用道路运输站场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制定汽车客运站危险品查堵、客车安全检查

技术措施及工作规范,货运站场货物存储及堆放安全技术措施,以

及道路运输站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了解汽车客运站安全告

知等制度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了解货运站场对超限超载、禁止

装卸国家禁运和限运物品,以及对出站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

规范和技术要求.

(５)道路运输信息化安全技术.掌握常用道路运输管理信息

系统的主要功能、应用要求以及车辆卫星定位动态监控系统、客运

联网售票信息系统等重点信息系统应用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了

解计算机软件、硬件、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等原理.熟悉网络信息

安全相关技术知识.运用道路运输信息化安全技术,解决相关

问题.

(６)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运用道路运输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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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根据道路运输以及维修、检

测企业潜在的安全风险,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制定典型道路运输

事故的应急救援流程及现场处置措施;根据具体的事故场景,制定

应急救援方案和培训演练方案.了解常见的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

理器材、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基本原理及使用要求,了解道路运输事

故调查处理的相关要求.

(７)道路运输其他安全生产技术.运用车辆维修、检测安全技

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分析车辆维修和检测作

业中安全生产要求,制定维修、检测设备操作规程及各工位安全技

术和管理措施,以及车辆检验在检测区的安全防范措施;制定特种

车辆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场地及作业过程相关安全技术措

施;制定驾驶员培训工作中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培训机构训练

场的安全防范措施;解决场地和实际道路训练过程中的相关安全

要求,制定在特殊情况下的安全应对措施.

７．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技术

除以上煤矿安全技术、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技术、化工安全技

术、金属冶炼安全技术、建筑施工安全技术、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外

的其他安全(不包括消防安全)技术.运用机械、电气、特种设备、

防火防爆及其他相关的安全技术和标准,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

(二)安全生产案例分析

１．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政策;企业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制定、修订和执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企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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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制定与执行;安全管理模式、要素;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

置和人员配备的案例分析.

２．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理,安全生

产检查,事故隐患排查;安全评价;安全技术措施制定的案例分析.

３．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

全文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的案例分析.

４．劳动防护用品选用与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特种作业安

全管理、工伤保险、安全生产投入的案例分析.

５．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应急准备与响

应、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的案例分析.

６．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安全生产统计分析的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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