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评价导则 

（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生产单

位现状的安全评价。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文通过在本导则的引用而成为本导则的条

文。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修改(不包括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导则，同时，鼓励根据本导则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导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

全监管局令第 10 号） 

《安全评价通则》（国家安全监管局安监管技装字〔2004〕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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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12801-91） 

《职业安全卫生术语》（GB/T15236-94） 

《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 

三、定义 

（一）化学品 

指各种化学元素、由元素组成的化合物及其混合物，包括天

然的或者人造的。 

（二）危险化学品 

指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及有腐蚀特性，会对人员、

设施、环境造成伤害或损害的化学品，包括爆炸品，压缩气体和

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

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腐蚀品等。 

（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指依法设立且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的企业，包括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

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企业。 

（四）中间产品 

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为满足生产的需要，生产一种或多

种产品作为下一个生产过程参与化学反应的原料。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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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或者其分公司、子公司所属的独立核

算生产成本的单位。 

（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作业场所 

指可能使从业人员接触危险化学品的任何作业活动场所，

包括从事危险化学品的生产、操作、处置、储存、搬运、运输、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或者处理等场所。 

（七）危险因素 

对人造成伤亡或者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的因素。 

（八）有害因素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疾病或者对物造成慢性损坏的因

素。 

（九）危险程度 

对人造成伤亡和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的尺度。 

（十）有害程度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中毒、疾病或者对物造成慢性损

坏的尺度。 

（十一）评价单元 

根据被评价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评价的需要而将被评价

对象划分为一些相对独立部分进行安全评价,其中每个相对独立

部分称为评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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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评价内容 

（一）危险、有害因素 

（二）生产装置、设施的企业外部周边情况 

（三）生产装置、设施所在地的自然条件 

（四）生产过程中固有的危险、有害程度 

（五）安全生产条件 

五、安全评价工作程序 

（一）确定现状安全评价范围 

（二）收集、整理安全评价所需资料 

（三）确定安全评价采用的安全评价方法 

（四）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价内容 

（五）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 

（六）整理、归纳安全评价结果 

（七）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六、安全评价范围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被评价单位的实际需要，由被评价单位

和评价单位共同协商确定安全评价的范围。 

七、安全评价所需资料 

（一）被评价单位和评价单位共同收集、整理被评价单位有

关安全生产的各种资料、数据（参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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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搜集、整理生产单位使用的原料、辅助材料，产品、

中间产品、副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物等物质的物理性质、化学性

质和危险性等资料 

八、安全评价方法 

（一）评价方法 

⒈安全生产条件的安全评价，以安全检查表的方法（参见附

件 2）为主，其他方法为辅 

⒉其他方面的安全评价，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实际情况，

可选择国际、国内通行的安全评价方法 

（二）安全评价单元划分原则 

根据被评价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评价的需要，按照以下原

则划分安全评价单元： 

⒈以危险、有害因素的类别为主划分 

⒉以装置、设施和工艺流程的特征划分 

⒊可以将安全管理、外部周边情况分别划分为一个评价单元 

九、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价内容 

（一）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⒈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⒉对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类 

（二）分析生产装置、设施的生产单位外部周边情况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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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条件 

⒈分析生产装置、设施的危险、有害因素对生产单位周边社

区的影响 

   ⒉分析生产单位周边社区对生产装置、设施的影响 

⒊分析自然条件对生产装置、设施的影响 

（三）安全生产条件的分析 

⒈管理层 

⑴分析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 

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其持续改进情况 

⑶分析安全技术规程和作业安全规程及其持续改进情况 

⑷分析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配备情况 

⑸分析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 

⑹分析其他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⑺分析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⑻分析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情况 

⑼分析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情况 

⑽分析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调查处理情况 

⒉生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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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外部条件 

①分析危险化学品生产是否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规划和布局； 

②分析生产装置、设施是否在设区的市规划的专门用于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区域内； 

③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大

危险源的储存设施，与生产单位周边社区距离是否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⑵内部安全生产条件 

①分析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②分析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③分析岗位操作安全规程（安全操作法）和作业安全规程的

执行情况； 

④分析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继续培训和考核情况以及安

全操作能力、水平； 

⑤分析设备、设施及其变更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和法定

检验、检测情况及其变更设备、设施的配套措施； 

⑥分析生产工艺及其变更情况； 

⑦分析生产原料、辅助材料及其变更原料、辅助材料的情况； 

⑧分析作业场所及其变更情况和法定监测、监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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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分析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其变更设施的检修、维护

和法定检验、检测情况； 

⑩分析从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及其检修、维护和法定

检验、检测情况； 

⑾分析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和已确定的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

和监控情况； 

⑿分析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四）固有危险程度 

⒈根据已确定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确定生产装置、设

施的固有危险程度 

⒉根据已确定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确定危险目标和重

大危险源 

（五）预测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后果 

十、整理、归纳安全评价结果 

（一）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规定的各项安全生产条件 

（二）不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规定的各项安全生产条件及其依据的具体条款 

（三）存在的事故隐患、隐患的风险程度（按高、中、低分

类）和紧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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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预测结果（最坏、一般） 

十一、安全生产对策及建议 

（一）对第十部分第（二）条，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同时可根据国内外

实际情况提出提高安全生产条件的建议 

（二）对第十部分第（三）条，提出相应整改措施的建议 

（三）提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修改意见及其建

议 

十二、安全评价结论 

（一）根据安全评价结果，作出可接受程度的结论 

（二）针对安全评价结果，作出采取何种措施后的可接受程

度结论 

（三）作出假设整改计划实施后的可接受程度结论 

十三、安全评价报告 

（一）安全评价报告主要内容 

⒈编制说明 

⒉被评价单位概况 

⑴被评价单位基本情况 

⑵被评价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装置、储存设施等基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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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安全评价的范围 

⒋安全评价程序 

⒌采用的安全评价方法 

⒍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结果 

⒎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价内容的结果 

⒏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预测后果 

⒐对策措施与建议 

⒑安全评价结论 

（二）安全评价报告附件 

⒈危险、有害因素分析过程 

⒉定性、定量分析过程 

⒊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后果的预测过程 

⒋平面布置图、流程简图、防爆区域划分图以及安全评价过

程制作的图表 

⒌安全评价方法的确定说明和安全评价方法简介 

⒍被评价单位提供的原始资料目录 

⒎法定检测、检验情况的汇总表 

（三）安全评价报告格式 

⒈布局 

⑴封面（参见式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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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封二（参见式样 2） 

⑶安全评价工作人员组成（参见式样 3） 

⑷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⑸编制说明 

⑹目次 

⑺非常用的术语、符号和代号说明 

⑻正文（安全评价报告主要内容） 

⑼附件 

⒉字号、字体  

⑴正文标题 

①章、节标题分别采用 3 号黑体、楷体字 

②项目标题采用 4 号黑体字 

⑵正文内容 

①文字表述部分采用 4 号宋体字 

②表格表述部分可选择采用 5 号或者 6 号宋体字 

  ⒊纸张、排版 

⑴纸张采用 A4 白色胶版纸(70g 以上) 

⑵排版左边距 28mm，右边距 20mm，上边距 25mm，下

边距 20mm 

⑶章、节标题居中，项目标题空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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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印刷 

除附图、复印件等外，双面打印文本 

⒌封页 

用评价单位公章对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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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全评价所需资料清单 

 

一、被评价单位概况 

（一）基本情况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装置、储存设施等基本情况 

二、被评价单位外部资料 

（一）所在地的自然条件资料 

（二）周边道路交通和交通管制示意图 

（三）周边的重要场所、区域，基础设施，单位分布情况 

（四）被评价单位周边 24 小时人口居住和活动分布情况 

三、安全生产管理资料 

（一）岗位设置及责任制文件 

（二）企业管理机构设置及职责文件 

（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四）企业操作规程 

（五）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设置和

配备文件 

（六）安全生产管理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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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情况 

⒈应急救援组织或应急救援人员的设置或配备的文件 

⒉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⒊其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⒋重大危险源应急预案 

⒌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八）事故管理情况 

⒈3 年内发生的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报告 

⒉对发生事故接受教训情况 

四、从业人员资料 

（一）主要负责人培训考核情况表及证书 

（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情况表及证书 

（三）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情况表及证书 

（四）其他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情况表 

五、设备、设施资料 

（一）生产系统 

⒈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⒉设备、设施运行记录 

⒊设备、设施变更情况 

⒋设备、设施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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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系统 

⒈储存设施 

⑴储存设施清单 

⑵储存设施运行记录 

⑶储存设施变更情况 

⑷储存设施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⒉公用工程（水、电、气、风等） 

⑴公用工程清单 

⑵公用工程运行记录 

⑶公用工程变更情况 

⑷公用工程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⒊通讯、报警装置、设施 

⑴通讯、报警装置、设施清单 

⑵通讯、报警装置、设施运行记录 

⑶通讯、报警装置、设施变更情况 

⑷通讯、报警装置、设施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三）消防系统 

⒈消防设施清单 

⒉消防设施配置图 

⒊消防设施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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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六、工艺技术资料 

（一）平面布置图 

（二）工艺流程图 

（三）工艺规程 

（四）1 年内的生产运行记录 

（五）工艺变更情况 

七、物料资料 

（一）生产原料、辅助材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生

产过程中产物，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危险性资料 

（二）生产原料、辅助材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生

产过程中产物，废物的数量 

（三）生产原料、辅助材料、中间产物、产品、副产品、废

物的分布情况 

（四）生产原料、辅助材料的变更情况 

八、厂房等建筑工程资料 

（一）厂房等建筑工程清单 

（二）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的公安消防机构消防验收文

件 

九、作业场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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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场所清单 

（二）作业场所的检验检测报告 

（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清单 

（四）从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维护、保养情况 

（五）有害因素检验检测资料（有毒、粉尘、噪声、高低温、

射线等） 

十、安全设施管理资料 

（一）安全设施清单 

（二）安全设施的检验检测报告 

（三）安全设施维护、保养情况 

十一、重大危险源管理资料 

（一）重大危险源清单； 

（二）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报告 

（三）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情况 

十二、事故应急救援管理资料 

（一）器材、设备配备清单； 

（二）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维护、保养、检修记录 

（三）医疗救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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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检查表提示 

一、安全检查项目的设定 

（一）除安全生产管理和外部条件外，对每一个评价单元的

从业人员、设备和设施、工艺方法、物料和材料、作业场所等 5

个方面的安全生产条件设置检查项目 

（二）其他安全生产事项 

二、填写内容 

（一）主要按照本导则第九部分第（三）条的要求，检查、

判断安全生产条件是否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及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

定 

（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条款 

（三）分析实际情况 

三、安全检查表 

（一）每一个评价单元编制一个安全检查表 

（二）参考格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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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安全评价报告 

 

 

 

 

 

被评价单位主要负责人： 

被评价单位经办人： 

被评价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填写内容 

检查项目 

检查 

结果 
依据 

实际 

情况 
备注 

1 安全生产条件 
是/否或

有/无 

国家有关规定和

标准的具体条款 

事实 

记录 
说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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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式样 1 安全评价报告封面式样 

 

被评价单位名称 

 

安全评价报告 

 

 

 

评价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法定代表人： 

审核定稿人： 

评价负责人： 

 

 

 

（安全评价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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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式样 2 安全评价报告封二式样 

安全评价工作人员组成 

 姓名 资格证书号 签字 备注 

负责人     

成 员 

    

    

    

    

    

    

    

    

    

    

编制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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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安全评价的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 专业 所在单位  

     

     

     

     

注：本表格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另行附页。 

 

式样 3 安全评价工作人员组成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