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应急函〔2020〕367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非高危行业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大纲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考核体系，省

应急管理厅组织编制了《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培训和考核大纲》和《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大纲》，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件：1.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

和考核大纲

（联系人：任靓，联系方式：020-83133272）

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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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大纲

1 目的范围

1.1 目的

规范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要求，明确培训和再培训的内容

及学时安排和考核办法及要点。

1.2 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培训

与考核。

2 编制依据

本大纲根据下列法规及部门规章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13 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号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63 号第一次修正,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 80 号第二次修正）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4号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3号第一次修正,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0号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大纲。

3.1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废弃处

置单位以及使用危险物品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3.2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

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含实际控制人）等。

4 培训大纲

4.1 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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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接受安全生产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4.1.2 培训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培训的规定组织进行。

4.1.3 培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多种有效的培训方式，加强案例教学，鼓励实操

教学；注重职业道德、安全意识和责任、法律知识、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综合培

训。

4.1.4 培训应当优先使用国家应急管理部或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评选出的优秀安全培训教材。

4.2 培训内容

4.2.1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a)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

的决策部署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b)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当前形势；

b) 主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c) 安全生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d) 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及法律责任；

e)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4.2.2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a)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b)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组织保障；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投入；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安全生产检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相关方管理；

——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

——危险源管理；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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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主要内容；

——隐患排查和治理的程序和要点；

d) 安全生产标准化：

——基本知识、创建及持续改进的程序和要点；

e)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

——组织或参与应急救援演练的程序和要点；

f)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与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程序和要点；

g)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与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h) 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4.2.3 安全生产技术

a) 通用安全技术。主要包括机械安全技术、电气安全技术、防火防爆安全技术、常见

危险作业安全技术、危险化学品安全；

b)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在实施安全技术知识培训时，应结合本行业的安全生产

特点及重点监管专项领域进行。

4.3 再培训内容

a) 涉及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b) 有关本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c)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d) 本行业典型事故及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4.4 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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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32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 12学时，具体学时安排如下: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培训学时安排表

项目 培训内容 学时

培训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部署要求、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4

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管理能力 4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4

安全生产标准化 2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4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2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安

全文化与事故案例分析
4

安全生产技术
通用安全技术 2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2

复习 2

考试 2

合计 32

再培训

涉及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

规范性文件；

有关本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

要求；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本行业典型事故及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8

复习 2

考试 2

合计 12

5 安全生产考核大纲

5.1 考核办法

5.1.1 考核内容分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知识等三部

分。考试采用百分制，满分100 分，80 分及以上为合格。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占 40%、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占 50%、安全生产技术知识占 10%。

5.1.2 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推荐实行计算机考试，无法实行计算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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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采用笔试考试。

5.1.3 考核要点的层次分为了解、熟悉和掌握，三个层次由低到高，高层次的要求包含低层

次的要求，具体规定如下：

——了解：能正确理解本大纲所列知识的含义、内容，并能够应用；

——熟悉：对本大纲所列知识有较深的认识，能够分析、解释并应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掌握：对本大纲所列知识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综合分析、解决较为复杂的相

关问题。

5.1.4 考核不合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者需要重新接受培训。

5.2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5.2.1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a) 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

生产的决策部署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b) 熟悉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政策；

c) 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d) 了解本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

e) 掌握本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f) 掌握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及法律责任；

g) 熟悉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h) 熟悉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处罚规定。

5.2.2 安全生产管理

a) 了解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b)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熟悉安全生产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要求；

——熟悉安全生产责任制；

——了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熟悉安全生产投入要求；

——了解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求；

——熟悉安全生产检查要求；

——了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要求；

——了解生产经营项目外包及劳务派遣、相关方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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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要求；

——熟悉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

——了解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与管理要求。

c)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掌握本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运行的具体要求；

d) 了解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要求与要点。

e)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了解应急管理体系内容；

——熟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要求；

——了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基本要求；

——熟悉应急救援演练的程序和要点。

f)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程序及要求；

——熟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要求。

g) 了解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与企业安全文化。

h) 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了解典型事故案例；

——了解事故应急救援案例。

5.2.3 安全生产技术

a) 通用安全技术：

——了解机械、电气事故与防范措施；

——了解火灾、爆炸的形式，影响因素与防护措施；

——了解常见危险作业危险因素、防护措施及管理要求；

——了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

b)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了解本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

——熟悉本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护措施，

异常工况及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5.3 再培训考核要求与要点

5.3.1 再培训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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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再培训后都应进行考核，考核内容按本大纲 5.3.2 的要点进行。

5.3.2 再培训考核要点

a) 熟悉有关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b) 了解有关本行业安全生产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c) 了解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d) 熟悉本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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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和考核大纲

1 范围

1.1 目的

规范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要求，明确培训和再培训

的内容及学时安排和考核办法及要点。

1.2 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

生产培训与考核。

2 编制依据

本大纲根据下列法规及部门规章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13 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号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63 号第一次修正,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令第 80 号第二次修正）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4 号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63 号第一次修正,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0 号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大纲。

3.1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废弃处

置单位以及使用危险物品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3.2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

4 培训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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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培训要求

4.1.1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

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4.1.2 培训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培训的规定组织进行。

4.1.3 培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多种有效的培训方式，加强案例教学，鼓励进行

实操教学；注重职业道德、安全意识和责任、法律知识、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综

合培训。

4.1.4 培训应当优先使用国家应急管理部或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评选出的优秀安全培训教材。

4.2 培训内容

4.2.1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a)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

的决策部署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b)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当前形势；

b) 主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c) 安全生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d)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及法律责任；

e)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4.2.2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a)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b)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组织保障；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投入；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安全生产检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相关方管理；

——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

——危险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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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和作业安全管理；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档案管理；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

c)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主要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要点；

——常见物的隐患，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的程序和要点；

——常见不安全行为及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的要点；

d) 安全生产标准化：

——基本知识、创建及持续改进的程序和要点；

e)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

——组织或参与应急救援演练的程序和要点；

f)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与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程序和要点；

g)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与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h) 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4.2.3 安全生产技术

a) 通用安全技术。主要包括机械安全技术、电气安全技术、防火防爆安全技术、常见

危险作业安全技术、危险化学品安全；

b)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在实施安全技术知识培训时，应结合本行业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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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重点监管专项领域进行。

4.3 再培训内容

a) 涉及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b) 有关本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c)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d) 本行业典型事故及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4.4 学时安排

初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32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 12学时，具体学时安排如下: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培训学时安排表

项目 培训内容 学时

培训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部署要求、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4

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

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管理能力 4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4

安全生产标准化 1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4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1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安

全文化与事故案例分析
2

安全生产技术
通用安全技术 4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4

复习 2

考试 2

合计 32

再培训

涉及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

规范性文件；

有关本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

要求；

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本行业典型事故及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8

复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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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2

合计 12

5 安全生产考核大纲

5.1 考核办法

5.1.1 考核内容分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知识等三部

分。考试采用百分制，满分100 分，80 分及以上为合格。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占 20%、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占 50%、安全生产技术知识占 30%。

5.1.2 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推荐实行计算机考试，无法实行计算机考试

的，可采用笔试考试。

5.1.3 考核要点的层次分为了解、熟悉和掌握，三个层次由低到高，高层次的要求包含低层

次的要求，具体规定如下：

——了解：能正确理解本大纲所列知识的含义、内容，并能够应用；

——熟悉：对本大纲所列知识有较深的认识，能够分析、解释并应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掌握：对本大纲所列知识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综合分析、解决较为复杂的相

关问题。

5.1.4 考核不合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者需要重新接受培训。

5.2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5.2.1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a) 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

生产的决策部署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b) 熟悉安全生产工作方针、政策；

c) 了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d) 了解本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

e) 掌握本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f) 掌握本行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和法律责任；

g) 熟悉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h) 熟悉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处罚规定；

5.2.2 安全生产管理

a) 掌握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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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熟悉安全生产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要求；

——掌握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了解安全生产投入要求；

——掌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求；

——掌握安全生产检查要求；

——熟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要求；

——掌握生产经营项目外包及劳务派遣、相关方管理的要求；

——了解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要求；

——掌握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

——掌握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与管理要求；

c)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掌握本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运行的具体要求；

d) 熟悉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要求与要点；

e)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熟悉应急管理体系内容；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要求；

——掌握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基本要求；

——掌握应急救援演练的程序和要点；

f) 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程序及要求；

——熟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要求；

g) 了解国内外先进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与企业安全文化；

h) 典型事故和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了解典型事故案例；

——了解事故应急救援案例。

5.2.3 安全生产技术

a) 通用安全技术：

——了解机械、电气事故与防范措施；

——了解火灾、爆炸的形式，影响因素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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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常见危险作业危险因素、防护措施及管理要求；

——了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

b) 本行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了解本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

——熟悉本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护措

施，异常工况及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5.3 再培训考核要求与要点

5.3.1 再培训考核要求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再培训后都应进行考核，考核内容按本大纲 5.3.2 的要点进行。

5.3.2 再培训考核要点

a) 熟悉有关本行业安全生产的新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b) 熟悉有关本行业安全生产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c) 了解本行业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d) 熟悉本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及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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