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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促进安全评价工作的发展，规范安全评价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对有关安全评价的管

理、程序、内容等基本要求做出了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富、王浩、陈江、阴建康、任建国、陈兵、陈立元、王雷。



安全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评价的管理、程序、内容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安全评价及相关的锊理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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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U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本(小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阱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 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浯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安全评价Safety Assessment

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

险、有害因素，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

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的活动。安全评价町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也可针对一定区域范围。

安全评价按照实施阶段的不同分为三类：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评价。

3．2

安全预评价Safety Assessment Prior to Start

在建设项目Ilr行性研究阶段、工业园区规划阶段或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实施之前，根据相关的基础资

料，辨识与分析建设项目、工、lk园区、生产经营活动潜在的危险、有害凶素，确定其与安全牛产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规范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拿对策措施

建议，做出安全评价结论的活动。

3．3

安全验收评价Safety Assessment Upon Completion

在建设项目竣工后正式生产运行前或工业园区建设完成后，通过检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或工业园区内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投人生产和使

用的情况，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到位情况，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情况，榆查事故庇急救援预案

建立情况，审杳确定建设项目、工业园区建设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从

整体L确定建设项目、工业园区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做出安伞验收评价结论的活动。

3．4

安全现状评价Safety Assessment In Operation

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工业园区内的事故风险、安全管理等情况，辨识与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

素，审查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

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的活动。

安全现状评价既适用于对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或一个工业园区的评价，也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生产方

式、生产工艺、’l：产装置或作、Jp场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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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全评价机构Safety Assessment Organization

是指依法取得安全评价相应的资质，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安全评价活动的社会中介

服务组织。

3．6

安全评价人员Safety Assessment Professional

是指依法取得《安全评价人员资格证书》，并经从业登记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与所登记服务的机

构建立法定劳动关系，专职从事安全评价活动的安全评价人员，称为专职安全评价人员。

4管理要求

4．1评价对象

4．1．1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存在事故隐患可能造成伤亡事故或其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应进行

安全评价。亦可根据实际需要自愿进行安全评价。

4．1．2评价对象应自主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4．1．3评价对象应为安全评价机构创造必备的工作条件，如实提供所需的资料。

4．1．4评价对象应根据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及时进行整改。

4．1．5同一评价对象的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宜由不同的安全评价机构分别承担。

4．1．6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预安全评价机构的正常活动，不得指定评价对象接受特定安全评价机构

开展安全评价，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安全评价机构开展正常业务活动。

4．2工作规则

4．2．1资质和资格管理

4．2．1．1 安全评价机构实行资质许可制度。

安全评价机构必须依法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许可，并按照取得的相应资质等级、业务范围开展安

全评价。

4．2．1．2安全评价机构应通过安全评价机构年度考核保持资质。

4．2．1．3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应经过初审、条件核查、许可审查、公示、许可决定等程序。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详见附录A。

a)条件核查包括材料核查、现场核查、会审等三个阶段。

b)条件核查实行专家组核查制度。材料核查2人为1组；现场核查3～5人为I组，并设组长

1人。

c)条件核查应使用规定格式的核查记录文件。核查组独立完成核查，如实记录并做出评判。

d) 条件核查的结论由专家组通过会审的方式确定。

e)政府主管部门依据条件核查的结论，经许可审查合格，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做出资质许可

决定；对公示期间存在异议或受到举报的，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做出决定。

f)政府主管部门依据社会区域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需要，制订安全评价机

构发展规划，对总体规模进行科学、合理控制，以利于安全评价工作的有序、健康发展。

4．2．1．4业务范围

a)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类别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现状，安全评价的业务范围划分为两大类，

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安全评价业务分类详见附录B。

b)工业园区的各类安全评价按本标准规定的原则实施。

c) 安全评价机构的业务范围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安全评价机构的专职安全评价人员的人数、基

础专业条件和其他有关设施设备等条件确定。

4．2．1．5安全评价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参加安全评价人员继续教育保持资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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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取得《安全评价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在履行从业登记，取得从业登记编号后，方可从事安全

评价工作。安全评价人员应在所登记的安全评价机构从事安全评价工作。

4．2．1．7安全评价人员不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安全评价机构从事安全评价工作。

4．2．1．8从业的安全评价人员应按规定参加安全评价人员的业绩考核。

4．2．2运行规则

4．2．2．1安全评价机构与被评价对象存在投资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咨询、物资供应等各种

利益关系的，不得参与其关联项目的安全评价活动。

4．2．2．2安全评价机构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安全评价业务。

4．2．2．3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并自觉维护安全评价市

场秩序，公平竞争。

4．2．2．4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保守被评价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4．2．2．5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科学、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安全评价。

4．2．2．6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真实、准确地做出评价结论，并对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4．2．2．7安全评价机构应自觉按要求上报工作业绩并接受考核。

4．2．2．8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4．2．2．9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应对在当时条件下做出的安全评价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4．3过程控制

4．3．1 安全评价机构应编制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文件，规范安全评价过程和行为，保证安全评价质量。

4．3．2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文件主要包括机构管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内部资源管理和公共资源管理

等内容。

4．3．3安全评价机构开展业务活动应遵循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文件的规定，并依据安全评价过程控制文

件及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安全评价全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

5安全评价程序

安全评价程序包括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单元，定性、定量评价，提出安全

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安全评价程序框图见附录c。

6安全评价内容

6．1前期准备

明确评价对象，备齐有关安全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等

资料。

6．2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存在的部位、方式，以及发生作用的

途径和变化规律。

6．3划分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划分应科学、合理，便于实施评价，相对独立且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

6．4定性、定量评价

根据评价单元的特性，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对评价对象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进行定

性、定量评价。

6．5对策措施建议

6．5．1 依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与定性、定量评价结果，遵循针对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的原

则，提出消除或减弱危险、危害的技术和管理对策措施建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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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对策措施建议应具体详实、具有可操作性。按照针对性和重要性的不同，措施和建议可分为应

采纳和宜采纳两种类型。

6．6安全评价结论

6．6．1安全评价机构应根据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严谨、明确地做出安全评价结论。

6．6．2安全评价结论的内容应包括高度概括评价结果，从风险管理角度给出评价对象在评价时与国家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符合忭结论，给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预测性

结论，以及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的安全状态等。

7安全评价报告

7．1 安全评价报告是安全评价过程的具体体现和概括性总结。安全评价报告是评价对象实现安全运

行的技术性指导文件，对完善自身安全管理、应用安全技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安全评价报告作为第

三方出具的技术性咨询文件，可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对评价对象

的安全行为进行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规范的符合性判别所用。

7．2安全评价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安全评价过程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提出的资料应清

楚可靠，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

7．3安全评价报告的格式见附录D。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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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条件核查阶段

}一-许可审查阶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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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一类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

B．2．1

B．2．2

B．2．3

B．2．4

a)煤炭开采I

b)煤炭洗选业。

a)金属采选业}

b)非金属矿采选业I

c)其他矿采选业；

d)尾矿库。

a)陆上石油开采业}

b)天然气开采业I

c)管道运输业。

a)石油加工业；

b)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c)医药制造业；

d)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e)炼焦业。

a)烟花爆竹制造业}

b) 民用爆破器材制造业；

c)武器弹药制造业。

a)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b)仓储业。

a)水利工程业；

b)水力发电业。

a)火力发电业；

b)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核工业设施。

二类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安全评价业务分类

a)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b)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a)铁路运输业；

b)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业；

c)道路运输业l

d)航空运输业I

e)水上运输业。

公众聚集场所。

a)金属制品业I

b)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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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a)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I

b)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d)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e)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I

f)邮政服务业}

g)电信服务业。

B．2．6 a)食品制造业，

b)农副食品加工业；

c)饮料制造业I

d)烟草制品业}

e)纺织业，

f)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g)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B．2．7 a)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b)造纸及纸制品业，

c)家具制造业；

d)印刷业；

e)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f)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g)工艺品制造业。

B．2．8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B．2．9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注1；公众聚集场所包括住宿业、餐饮业、体育场馆、公共娱乐旅游场所及设施、文化艺术表演场馆及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等。

注2：在业务范围内可以从事经营、储存、使用及废弃物处置等企业(项目或设施)的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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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安全评价程序框图

I 前期准备

I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I 划分评价单元

I 定性、定量评价

l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I 做出评价结论

l 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附录D

(规范性附录)

安全评价报告格式

AQ 8001—2007

D．1 评价报告的基本格式要求

a)封面}

b)安全评价资质证书影印件；

c)著录项；

d)前言；

e) 目录；

f)正文；

g)附件；

h)附录。

D．2规格

安全评价报告应采用A4幅面，左侧装订。

D．3封面格式

D．3．1 封面的内容应包括：

a)委托单位名称；

b)评价项目名称；

c)标题；

d)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e)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I

f)评价报告完成时间。

D．3．2标题

标题应统一写为“安全×x评价报告”，其中××应根据评价项目的类别填写为：预、验收或现状。

D．3．3封面样张

封面式样如图D．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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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D．1封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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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着录项格式

D．4．1 布局

“安全评价机构法定代表人、评价项目组成员”等著录项一般分两页布置。第一页署明安全评价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评价项目负责人等主要责任者姓名，下方为报告编制完成的Et期及安全

评价机构公章用章区，第二页为评价人员、各类技术专家以及其他有关责任者名单，评价人员和技术专

家均应亲笔签名。

D．4．2样张

著录项样张如图D．2和图D．3所示。

委托单位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评价项目名称(三号宋体捌且)

安全××评价报告(二号宋体加粗)

法定代表人：(四号宋体’

技术负责人：(四号宋体’

评价项目负责人：(四号宋体’

评价报告完成日期(小四号宋体加粗)

(安全评价机构公章)

图D．2著录项首页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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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人员(三号宋体如粗)

姓 名 资格证书号 从业登记编号 签 字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报告编制人

报告审核人

过程控制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技术专家

(此表应根据具体项目实际参与人数编制)

签 字

(列出各类技术专家名单)

(以上全部用小四号宋体)

圈D．3瞢摹项次页样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