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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2012 年） 

 

第一章 

第一条为了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 号）和《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

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含民用

航空及核燃料）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以下简称安全费用）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

本中列支，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或者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 

安全费用按照“企业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煤炭生产是指煤炭资源开采作业有关活动。 

非煤矿山开采是指石油和天然气、煤层气（地面开采）、金属矿、非金属矿及其他矿产资

源的勘探作业和生产、选矿、闭坑及尾矿库运行、闭库等有关活动。 

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井巷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及装修工程的新建、

扩建、改建以及矿山建设。 

危险品是指列入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和《危险化学品目录》的物品。 

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交通运输包括道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管道运输。道路运输是指以机动车为交通

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水路运输是指以运输船舶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及港口装卸、堆存；

铁路运输是指以火车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包括高铁和城际铁路）；管道运输是指以管道为

工具的液体和气体物资运输。 

冶金是指金属矿物的冶炼以及压延加工有关活动，包括：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黄金等的

冶炼生产和加工处理活动，以及炭素、耐火材料等与主工艺流程配套的辅助工艺环节的生产。 

机械制造是指各种动力机械、冶金矿山机械、运输机械、农业机械、工具、仪器、仪表、

特种设备、大中型船舶、石油炼化装备及其他机械设备的制造活动。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包括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科研、生产、试验、储运、销毁、维修

保障等。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二章 

第五条 煤炭生产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煤产量按月提取。各类煤矿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

取标准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85%AC%E5%85%B1%E5%88%A9%E7%9B%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A%A0%E5%BC%BA%E4%BC%81%E4%B8%9A%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8%BF%9B%E4%B8%80%E6%AD%A5%E5%8A%A0%E5%BC%BA%E4%BC%81%E4%B8%9A%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7%85%A4%E7%9F%BF%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6%E4%BB%96%E7%BB%8F%E6%B5%8E%E7%BB%84%E7%BB%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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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吨煤 30 元； 

（二）其他井工矿吨煤 15 元； 

（三）露天矿吨煤 5 元。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按现行《煤矿安全规程》和《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规范》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非煤矿山开采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各类矿山原矿单位产量安全费

用提取标准如下： 

（一）石油，每吨原油 17 元； 

（二）天然气、煤层气（地面开采），每千立方米原气 5 元； 

（三）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5 元，地下矿山每吨 10 元； 

（四）核工业矿山，每吨 25 元； 

（五）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2 元，地下矿山每吨 4 元； 

（六）小型露天采石场，即年采剥总量 50 万吨以下，且最大开采高度不超过 50 米，产品

用于建筑、铺路的山坡型露天采石场，每吨 1 元； 

（七）尾矿库按入库尾矿量计算，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每吨 1 元，四等及五等尾矿库每

吨 1.5 元。 

本办法下发之日以前已经实施闭库的尾矿库，按照已堆存尾砂的有效库容大小提取，库容

100 万立方米以下的，每年提取 5 万元；超过 100 万立方米的，每增加 100 万立方米增加 3 万

元，但每年提取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原矿产量不含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和废石场中用于综合利用的尾砂和低品位矿石。 

地质勘探单位安全费用按地质勘查项目或者工程总费用的 2%提取。 

第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各建设工程类别安全费用提

取标准如下： 

（一）矿山工程为 2.5%； 

（二）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为 2.0%； 

（三）市政公用工程、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

工程、通信工程为 1.5%。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竞标时，不得删减，列入标外管理。

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概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总包单位应当将安全费用按比例直接支付分包单位并监督使用，分包单位不再重复提取。 

第八条 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

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4%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第九条 交通运输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普通货运业务按照 1%提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5%A4%E7%9F%BF%E5%AE%89%E5%85%A8%E8%A7%84%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88%A9%E6%B0%B4%E7%94%B5%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8%BD%A8%E9%81%93%E4%BA%A4%E9%80%9A%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6%94%BF%E5%85%AC%E7%94%A8%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7%94%B5%E5%AE%89%E8%A3%85%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F%E5%8F%A3%E4%B8%8E%E8%88%AA%E9%81%93%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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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运业务、管道运输、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务按照 1.5%提取。 

第十条 冶金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

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3%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1.5%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至 5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五）营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至 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1%提取； 

（六）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05%提取。 

第十一条 机械制造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

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2%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1%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至 5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1%提取； 

（五）营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05%提取。 

第十二条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

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200 万元的，按照 3.5%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3%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5%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第十三条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以上年度军品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

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火炸药及其制品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包括：含能材料，炸药、火药、推进剂，

发动机，弹箭，引信、火工品等）： 

1．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5%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3%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1%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二）核装备及核燃料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1．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3%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5．核工程按照 3%提取（以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在竞标时，列为标外管理）。 

（三）军用舰船（含修理）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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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2.5%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1.75%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8%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4%提取。 

（四）飞船、卫星、军用飞机、坦克车辆、火炮、轻武器、大型天线等产品的总体、部分

和元器件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1．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2%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1.5%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至 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5．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1%提取。 

（五）其他军用危险品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1．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按照 4%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第十四条 中小微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上年末安全费用结余分别达到本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

的 5%和 1.5%时，经当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商财政部门同意，

企业本年度可以缓提或者少提安全费用。 

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企业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生产实际需要，可适当提高安全费用提取

标准。 

本办法公布前，各省级政府已制定下发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办法的，其提取标准如果低

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调整；如果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按照原标准执行。 

第十六条 新建企业和投产不足一年的企业以当年实际营业收入为提取依据，按月计提安

全费用。 

混业经营企业，如能按业务类别分别核算的，则以各业务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按上述标

准分别提取安全费用；如不能分别核算的，则以全部业务收入为计提依据，按主营业务计提标准

提取安全费用。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三章 

第十七条 煤炭生产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煤与瓦斯突出及高瓦斯矿井落实“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支出，包括瓦斯区域预

抽、保护层开采区域防突措施、开展突出区域和局部预测、实施局部补充防突措施、更新改造防

突设备和设施、建立突出防治实验室等支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9%83%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BB%9F%E8%AE%A1%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8F%91%E5%B1%95%E5%92%8C%E6%94%B9%E9%9D%A9%E5%A7%94%E5%91%98%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5%A4%E4%B8%8E%E7%93%A6%E6%96%AF%E7%AA%81%E5%87%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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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矿安全生产改造和重大隐患治理支出，包括“一通三防”（通风，防瓦斯、防煤尘、

防灭火）、防治水、供电、运输等系统设备改造和灾害治理工程，实施煤矿机械化改造，实施矿

压（冲击地压）、热害、露天矿边坡治理、采空区治理等支出； 

（三）完善煤矿井下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避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安

全避险“六大系统”支出，应急救援技术装备、设施配置和维护保养支出，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

施设备的配置和应急演练支出； 

（四）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五）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标准化建

设支出； 

（六）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七）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八）安全生产适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九）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十）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十八条 非煤矿山开采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和重

大安全隐患治理支出，包括矿山综合防尘、防灭火、防治水、危险气体监测、通风系统、支护及

防治边帮滑坡设备、机电设备、供配电系统、运输（提升）系统和尾矿库等完善、改造和维护支

出以及实施地压监测监控、露天矿边坡治理、采空区治理等支出； 

（二）完善非煤矿山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避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等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支出，完善尾矿库全过程在线监控系统和海上石油开采出海人员动态跟踪系

统支出，应急救援技术装备、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支出，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施设备的配置和

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标准化建

设支出； 

（五）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的推广应用支出；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九）尾矿库闭库及闭库后维护费用支出； 

（十）地质勘探单位野外应急食品、应急器械、应急药品支出； 

（十一）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支出，

包括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洞口、临边、机械设备、高处作业防护、交叉作业防护、防火、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6%A3%80%E6%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A4%A7%E5%AE%89%E5%85%A8%E9%9A%90%E6%82%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A4%A7%E5%AE%89%E5%85%A8%E9%9A%90%E6%8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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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防尘、防毒、防雷、防台风、防地质灾害、地下工程有害气体监测、通风、临时安全防护等

设施设备支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咨询、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和标准化建

设支出； 

（五）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新标准的推广应用支出；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九）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条 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车间、库房、罐区等作业场所的监控、监测、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

防毒、消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渗漏、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

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改建、新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

设支出； 

（五）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工艺、新标准、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九）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道路、水路、铁路、管道运输设施设备和装卸工具安全状况检测及维护系统、运输设施设备

和装卸工具附属安全设备等支出； 

（二）购置、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船舶通信导航定位和自

动识别系统、电子海图等支出； 

（三）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四）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五）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及标准化建

设支出； 

（六）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七）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5%8A%A8%E8%AF%86%E5%88%AB%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5%8A%A8%E8%AF%86%E5%88%AB%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6%A3%80%E6%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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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九）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十）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二条 冶金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车间、站、库房等作业场所的监控、监测、防火、防爆、防坠落、防尘、防毒、防噪声与振

动、防辐射和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和咨询及标准化建

设支出； 

（五）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六）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九）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三条 机械制造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及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生产作业场所的防火、防爆、防坠落、防毒、防静电、防腐、防尘、防噪声与振动、防辐射

或者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大型起重机械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支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标准化建设和咨

询支出； 

（五）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六）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九）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四条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设备设施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二）配备、维护、保养防爆机械电器设备支出； 

（三）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 

（四）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五）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

设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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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八）安全生产适用新技术、新标准、新装备、新工艺的推广应用支出； 

（九）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十）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五条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 

（一）改造、完善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

包括研究室、车间、库房、储罐区、外场试验区等作业场所的监控、监测、防触电、防坠落、防

爆、泄压、防火、灭火、通风、防晒、调温、防毒、防雷、防静电、防腐、防尘、防噪声与振动、

防辐射、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应急处置、特种个人防护器材、设备、设施支出和应

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四）高新技术和特种专用设备安全鉴定评估、安全性能检验检测及操作人员上岗培训支

出； 

（五）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

设的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七）军工核设施（含核废物）防泄漏、防辐射的设施设备支出； 

（八）军工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及武器装备科研、试验、生产、储运、销毁、维修保

障过程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改造费和安全防护（不包括工作服）费用支出； 

（九）大型复杂武器装备制造、安装、调试的特殊工种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支出； 

（十）武器装备大型试验安全专项论证与安全防护费用支出； 

（十一）特殊军工电子元器件制造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监测及特种防护支出； 

（十二）安全生产适用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十三）其他与武器装备安全生产事项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二十六条 在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内，企业应当将安全费用优先用于满足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安全生产提出的整改措施或者达到安全

生产标准所需的支出。 

第二十七条 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应当专户核算，按规定范围安排使用，不得挤占、挪用。

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使用，当年计提安全费用不足的，超出部分按正常成本费用渠道列支。 

主要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的集团公司经过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可以对所属企业提取的安全费

用按照一定比例集中管理，统筹使用。 

第二十八条 煤炭生产企业和非煤矿山企业已提取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的，应当继续提取

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但其使用范围不再包含安全生产方面的用途。 

第二十九条 矿山企业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将安全费用结余转入矿山闭坑

安全保障基金，用于矿山闭坑、尾矿库闭库后可能的危害治理和损失赔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A%E4%BA%BA%E9%98%B2%E6%8A%A4%E5%99%A8%E6%9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A8%E6%8A%80%E6%9C%AF%E6%8E%AA%E6%96%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AF%92%E6%9C%89%E5%AE%B3%E7%89%A9%E8%B4%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7%85%A4%E7%9F%BF%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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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将安全费用结余用于处理转产、

停产、停业或者解散前的危险品生产或者储存设备、库存产品及生产原料支出。 

企业由于产权转让、公司制改建等变更股权结构或者组织形式的，其结余的安全费用应当

继续按照本办法管理使用。 

企业调整业务、终止经营或者依法清算，其结余的安全费用应当结转本期收益或者清算收

益。 

第三十条 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以外的企业为达到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需的资金

投入，按原渠道列支。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四章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安全费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的程序、

职责及权限，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 

第三十二条 企业应当加强安全费用管理，编制年度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纳入企业

财务预算。企业年度安全费用使用计划和上一年安全费用的提取、使用情况按照管理权限报同级

财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企业安全费用的会计处理，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属于企业自提自用资金，其他单位和部门不得采取收取、

代管等形式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使用，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依法对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企业未按本办法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 

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向分包单位支付必要的安全费用以及承包单位挪用安全费用

的，由建设、交通运输、铁路、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煤矿安全监察等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

规、规章进行处理、处罚。 

第三十七条 各省级财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结合本地

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五章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调整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加强煤炭生产

安全费用使用管理与监督的通知》（财建〔2005〕168 号）、《关于印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安全费用提取与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180 号）和《关于印发〈高危行业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6〕478 号）同时废止。《关于印发<

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财建〔2004〕119 号）等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8%B4%A2%E5%8A%A1%E9%A2%84%E7%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8%B4%A2%E5%8A%A1%E9%A2%84%E7%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7%BB%9F%E4%B8%80%E7%9A%84%E4%BC%9A%E8%AE%A1%E5%88%B6%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0%BB%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8D%B1%E8%A1%8C%E4%B8%9A%E4%BC%81%E4%B8%9A%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8%B4%B9%E7%94%A8%E8%B4%A2%E5%8A%A1%E7%AE%A1%E7%90%86%E6%9A%82%E8%A1%8C%E5%8A%9E%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8D%B1%E8%A1%8C%E4%B8%9A%E4%BC%81%E4%B8%9A%E5%AE%89%E5%85%A8%E7%94%9F%E4%BA%A7%E8%B4%B9%E7%94%A8%E8%B4%A2%E5%8A%A1%E7%AE%A1%E7%90%86%E6%9A%82%E8%A1%8C%E5%8A%9E%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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