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危化生产、化工和医药企业基本安全管理条件检查表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必须能够满足
安全生产的需要。
分管负责人不得兼
任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

1.1 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不少
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但不得少于两名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
百人以下的，可以不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但应当至少配备一名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分管负责人
不得兼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二、
十八条

查组织构架图
、任命文件

安全

1.2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单位应当按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相
应比例配备或者聘请注册安全工程
师；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的企业，应
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
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在7人以下的，至少配
备1名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
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11号）第六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九条

查档案、证书 安全

2

建立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并保证每
名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责任与职务、
岗位相匹配。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部门的安全职责与
安全生产法应一致
。

2.1 企业应建立健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
①应明确各级管理部门及基层单位
的安全生产责任和考核标准；
②应明确主要负责人、各级管理人
员、一线从业人员（含劳务派遣人
员、实习学生等）等所有岗位人员
的安全生产责任和考核标准。

《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
知》（安委办〔2017〕29
号）第三条
《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
审标准的通知》（安监总
管三〔2011〕93号）评审
标准2.3

查安全生产责
任制、组织构
架图

安全



2

建立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并保证每
名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责任与职务、
岗位相匹配。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部门的安全职责与
安全生产法应一致
。

2.2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
①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
②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③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
④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
实施；
⑤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⑥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⑦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
条

查安全生产责
任制、访谈

安全

2.3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
列职责：
①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②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情况；
③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
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
理措施；
④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
练；
⑤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
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
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⑥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
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⑦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
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
条

查安全生产责
任制、访谈

安全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3

根据化工工艺、装
置、设施等实际情
况，制定完善至少
包括特殊作业安全
管理、安全例会、
安全教育培训、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设备管理、
可燃有毒气体报警
管理、应急管理、
承包商管理制度等
。

企业应制定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至少包括下列内容：安全生产
例会管理；安全培训教育；特种作
业人员管理；风险评价及分级管
控；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管
理；设备管理；变更管理；事故管
理；消防管理；仓库、罐区安全管
理；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安全管
理；生产设施管理，包括安全设施
、特种设备等管理；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包括剧毒化学品安全管理
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出入库、运输
、装卸等；检维修管理；承包商管
理；应急救援管理；安全检查管理
等。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安监总管三〔2011〕93
号）评审标准4.1

查制度 安全

4

严格执行GB30871-
2022化学品生产单
位特殊作业安全规
范，执行作业票证
和确保安全措施落
实到位。

4.1 企业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危
险作业许可制度，规范动火、
进入受限空间、动土、临时用
电、高处作业、断路、吊装、
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的安全条
件和审批程序。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十八条

查制度 安全

依法停
产整顿
第4项

4.2 实施特殊作业前，必须办理审
批手续；特殊作业票证内容设置应
符合GB30871-2022要求；作业票证
审批程序、填写应规范（包括作业
证的时限、气体分析、作业风险分
析、安全措施、各级审批、验收签
字、关联作业票证办理等）。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
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查特殊作业票
证

安全

4.3 特殊作业现场管理应规范：
①作业人员应持作业票证作业，劳
动防护用品佩戴符合要求，无违章
行为；
②监护人员应坚守岗位，持作业票
证监护；
③作业过程中，管理人员要进行现
场监督检查；
④现场的设备、工器具应符合要
求，设置警戒线与警示标志，配备
消防设施与应急用品、器材等。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
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查现场 安全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5

根据生产工艺、技
术、设备特点和原
辅料、产品的危险
性编制岗位操作安
全规程。操作规程
不得存在与实际不
一致,故意隐藏关键
化学品工艺信息、
操作步骤，或者将
有关物料采用简单
代码标注等。

5.1 企业应制订操作规程，并
明确工艺控制指标。操作规程的
内容至少应包括：
①岗位生产工艺流程，工艺原理，
物料平衡表、能量平衡表，关键工
艺参数的正常控制范围，偏离正常
工况的后果，防止和纠正偏离正常
工况的方法及步骤；
②装置正常开车、正常操作、临时
操作、应急操作、正常停车和紧急
停车的操作步骤和安全要求；
③工艺参数一览表，包括设计值、
正常控制范围、报警值及联锁值；
④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
、应急处理原则以及操作时的人身
安全保障、职业健康注意事项。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八条

查操作规程 工艺

5.2 企业应每年确认操作规程与工
艺卡片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应至少
每三年对操作规程进行审核、修订
。当工艺技术、设备发生重大变更
时，要及时审核修订操作规程。

《山西省危险化学品产业
转移项目和化工园区安全
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实施方
案》

查操作规程评
审和修订记录

工艺

5.3 操作规程不得存在与实际不一
致,故意隐藏关键化学品工艺信息、
操作步骤，或者将有关物料采用简
单代码标注等。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八条

查操作规程 工艺

5.4 企业应及时收集、更新安全生
产信息，以确保信息正确、完整，
并保证相关人员能够及时获取最新
安全生产信息。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四条

查台账 工艺

5.5 企业应及时获取或编制危险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591
号）第十五条

查“一书一签
”

工艺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5

根据生产工艺、技
术、设备特点和原
辅料、产品的危险
性编制岗位操作安
全规程。操作规程
不得存在与实际不
一致,故意隐藏关键
化学品工艺信息、
操作步骤，或者将
有关物料采用简单
代码标注等。

5.5 企业应及时识别和获取适用的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及政府其
他有关要求，形成清单和文本数据
库；对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的执行情况
进行符合性评价，编制符合性评价
报告；对评价出的不符合项进行原
因分析，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并落
实。

《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
审标准的通知》（安监总
管三〔2011〕93号）评审
标准1.1、1.2

查清单、符合
性评价报告

工艺

5.6 企业应建立异常工况下应急处
理的授权决策机制。

查制度、操作
规程

工艺

5.7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企业
每3年至少开展一次HAZOP分析和SIL
评估，并严格落实评估提出的各项
安全措施。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五条

查HAZOP分析报
告

工艺

5.8 企业应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依
据安全风险评价准则确定安全风险
等级，并从技术、组织、制度、应
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

《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
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
机制的意见》（安委办
〔2016〕11号）二（三）

查风险分级管
控清单

工艺

5.9 企业应制定事故隐患检查
计划，明确各种排查的目的、
要求、内容和负责人，并按计
划开展各种事故隐患排查工
作；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下达
隐患治理通知，立即组织整
改，并建立事故隐患治理台账
。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
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
（AQ 3013-2008）第
5.10.1条

查隐患排查计
划、台账、记
录

工艺

5.10 企业应对工艺、设备、仪表、
电气、公用工程、备件、材料、化
学品、生产组织方式和人员等方面
发生的所有变化都要纳入变更管
理，并严格履行申请、审批、实施
、验收的变更管理程序。对每项变
更在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进
行全面的分析，制定并落实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变更后应对相关规程
、图纸资料等安全生产信息进行更
新，建立变更管理档案。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二十二、二十四条

查制度、台账
、档案

工艺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5

根据生产工艺、技
术、设备特点和原
辅料、产品的危险
性编制岗位操作安
全规程。操作规程
不得存在与实际不
一致,故意隐藏关键
化学品工艺信息、
操作步骤，或者将
有关物料采用简单
代码标注等。

5.11 纳入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
险评估范围的，应按规定开展
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并对评估
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进行落实。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
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
导意见》（安监总管三
〔2017〕1号）第一、二
条

查评估报告、
现场

工艺

5.12 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
化、过氧化工艺的精细化工生产装
置应进行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
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和对相关原料
、中间产品、产品及副产物的热稳
定性测试及蒸馏、干燥、储存等单
元操作的风险评估，并落实安全管
控措施。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安委
〔2020〕3号）

查评估报告、
现场

工艺

5.13 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工艺应经小试、中试、工业化
试验再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
首次采用的化工工艺，要通过
省级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
安全论证。

《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安监总管三〔2010〕
186号 ）、《山西省化工
项目安全准入条件（试
行）》（晋安发〔2021〕
1号）

查工艺包、设
计专篇、评价
报告

工艺
依法关
闭取缔
第6项

5.14 生产企业不得使用淘汰落
后技术工艺目录列出的工艺，
严禁建设采用异地淘汰的化工
工艺技术项目。

《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
技术装备目录（2015年第
一批）的通知》（安监总
科技〔2015〕75号）、《
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
设备目录（2016年）的通
知》（安监总科技
〔2016〕137号）、《山
西省化工项目安全准入条
件（试行）》（晋安发
〔2021〕1号）

查设计专篇、
评价报告、现
场

工艺

依法关
闭取缔
第2、3
项

5.15 主要产品、生产工艺与立项文
件一致；2021年1月15日后立项的项
目应符合《山西省化工项目准入条
件（试行）》。

查立项文件 工艺
依法停
产整顿
第1项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6

分管安全负责人、
分管生产负责人、
分管技术负责人具
备一定的化工专业
知识或相应的专业
学历。

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
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一
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
学历。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号）第十六条

查学历证书 安全

7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应当具备国民
教育化学化工类
（或安全工程）中
等职业教育以上学
历或者化学化工类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
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
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
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
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
号）第八条（四）

查学历证书、
资质证书

安全

8

特种作业人员和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
经过专门的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合
格，并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书。危险
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操作人员符合专业
、学历要求。

8.1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
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
上岗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应
定期复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0
号）第十八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二条

查特种作业操
作证、学历证
书

安全

依法停
产整顿
第3项

8.2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以
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聘（雇）用
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人
员从事相关管理和作业工作，并对
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管理；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按章操
作，发现隐患及时处置或者报告。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
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40号)第五条

查特种作业操
作证、记录

安全

8.3 自2020年5月起，新入职的涉及
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必须
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
及以上职业教育。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安委
〔2020〕3号）

查学历证书 安全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9

其他从业人员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经
安全教育和培训并
考核合格。

9.1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详细、准
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
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3号）第二十二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二条

查培训档案 安全

9.2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
力考核合格；应接受每年再培
训。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3号）第九条

查培训合格证
书

安全

9.3 企业应对新从业人员（包括临
时工、合同工、劳务工、轮换工、
协议工、实习人员等）进行厂、车
间（工段、区、队）、班组三级安
全培训教育，考核合格后上岗。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3号）第十一、十
二条

查培训记录、
台账

安全

9.4 从业人员在本企业内调整工作
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
应当重新接受车间（工段、区、
队）和班组级的安全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3号）第十七条

查培训记录 安全

9.5 当工艺技术、设备设施等发生
改变时，要及时对相关岗位操作人
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培训。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十二条

查培训记录 安全

9.6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
或使用新设备前，应对从业人员进
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
条

查培训记录 安全

9.7 企业应对相关方入厂人员进行
有关安全规定及安全注意事项的培
训教育。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1〕93号）评审标准
5.5

查培训记录 安全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0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
与安全生产有关的
费用，并保证安全
生产所必须的资金
投入。

10.1 企业应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费
用管理制度，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专项用于安全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
〔2012〕16号）

查制度 安全

10.2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安全生产费
用使用范围，合理使用安全生产费
用，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账。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
〔2012〕16号）

查台账 安全

11
依法参加工伤保
险，为从业人员缴
纳保险费。

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
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
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四十九
条

查缴纳记录 安全

12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编制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预案并报有
关部门备案。

12.1 企业应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
体系，按照GB/T29639-2020要求编
制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和应急处置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令第2号）第六、十九条

查应急预案、
应急处置卡

消防

12.2 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备案，并依
法向社会公布；应急预案修订涉及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
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
等内容变更的，企业应按照有关应
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令第2号)第二十六、三十
七条

查备案文件 消防

12.3 企业应定期组织开展本单位的
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
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令第2号)第三十一条

查培训记录、
访谈

消防

12.4 企业应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
演练计划，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定期开
展工艺处置队伍、消防救援队与专
业堵漏队伍的联合演练。
（抽查某装置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情
况）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令第2号)第三十三条
《2022年全市危险化学品
、民爆和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要点》（运应急发
【2022】4号）

查演练计划、
演练记录、现
场

消防

12.5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企业应
急预案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
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
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
令第2号)第三十四条

查演练记录 消防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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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现场从业人员
正确穿戴劳动防护
用品，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和物资，并进行
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正常运转
。

13.1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
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
条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2016年修订）第十二条

查台账、现场 消防

13.2 企业应建立应急器材台账、维
护保养记录，按照制度要求定期检
查应急器材。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
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第9.1、9.3
条

查台账、记录
、现场

消防

13.3 企业应在有毒有害岗位配备应
急器材柜（气防柜），设置与柜内
器材相符的应急器材清单。应急器
材完好有效。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
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第9.1、9.3
条

查记录、现场 消防

13.4 消防水泵的主泵应采用电动
泵，备用泵应采用柴油机泵，且应
按100%备用能力设置，柴油机的油
料储备量应能满足机组连续运转6h
的要求。
（现场试验消防水泵是否正常启
动）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8.3.8条

查现场 消防

13.5 消防栓（炮）是否满足下列要
求：
①消防栓有编号，开启灵活，出水
正常，排水良好，出水口扪盖、橡
胶垫圈齐全完好；
②消防栓阀门井完好，防冻措施到
位；
③消防炮完好无损、无泄漏，防冻
措施落实；消防炮阀门及转向齿轮
灵活，润滑无锈蚀现象。
（现场试验消防栓水压是否满足要
求）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GB 50974-
2014）第13.2.13条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工
作方案>的通知》（应急
厅〔2020〕23号）

查现场 消防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3

生产现场从业人员
正确穿戴劳动防护
用品，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和物资，并进行
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正常运转
。

13.6 消防器材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消防柜内器材配备齐全，附件完
好无损；
②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灭火器材，
药剂定期更换，有更换记录和有效
期标签。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
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第9.3条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
检查规范》（GB 50444-
2008）第5.2.3条

查现场 消防

13.7 泡沫及水幕系统应满足下列要
求：
①泡沫发生系统保持完好，零部件
齐全，随时保持备用状态；泡沫液
定期更换，有记录； 
②消防水幕、喷淋、蒸汽等消防设
施完好，能随时投用，定期试验。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1-2010）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工
作方案>的通知》（应急
厅〔2020〕23号）

查现场 消防

13.8 消防水泵房及其配电室应设消
防应急照明，照明可采用蓄电池作
备用电源，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
于3h。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9.1.2条

查现场 消防

14

生产、储存和使用
氯气、氨气、光气
、硫化氢等吸入性
有毒有害气体的企
业，配备至少两套
以上全封闭防化
服；构成重大危险
源的，设立气体防
护站（组）。

生产、储存和使用氯气、氨气、光
气、硫化氢等吸入性有毒有害气体
的企业，配备至少两套以上全封闭
防化服；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设立
气体防护站（组）。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1
号）第二十一条

查现场 消防

15

依据原安监总局36
号令或45号令履行
安全设施“三同时
”手续。

15.1 企业应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
等级的设计单位承担建设项目工程
设计；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大
型建设项目，其设计单位资质应为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工程设计
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海洋
石油）行业、专业甲级资质。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
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3〕76号）

查设计专篇、
详细设计的单
位资质

设计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5

依据原安监总局36
号令或45号令履行
安全设施“三同时
”手续。

15.2 在役化工装置应经过正规
设计或开展安全设计诊断。

《关于开展提升危险化学
品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专项
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
三〔2012〕87号 ）

查详细设计、
设计诊断报告

设计

依法停
产整顿
第7项
依法关
闭取缔
第4项

15.3 企业应对涉及“两重点一
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
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外部安全防
护距离评估。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
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
离》（GB/T 37243-
2019）

查评估报告 设计

15.4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生产和使用。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
号）第4条、第5条

查安全条件审
查、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安
全设施竣工验
收、试生产等
相关资料

设计
依法停
产整顿
第2项

15.5 企业控制室或机柜间与装
置的防火间距应满足GB 50160
要求；控制室面向具有火灾、
爆炸危险性装置一侧不应有门
窗、孔洞，并应满足防火防爆
要求。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
5.2.16、5.2.17、5.2.18
条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安委
〔2020〕3号）

查总图、现场 设计

15.6 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及
含硫化氢管道不应穿越除厂区
(包括化工园区、工业园区）外
的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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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第八条

查总图、现场 设计

15.7 地区输油（输气）管道不
应穿越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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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第九条

查总图、现场 设计

15.8 应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
存危险化学品，不得超量、超
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
配物质不得混放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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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第二十条

查出入库记录
、现场

设计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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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门口有企业标
识，有生产和安全
管理办公室，具备
开会、培训等基本
办公功能，职工生
活区不得设在生产
区内。

厂门口有企业标识，有生产和安全
管理办公室，具备开会、培训等基
本办公功能，职工生活区不得设在
生产区内。

《山西省危险化学品产业
转移项目和化工园区安全
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实施方
案》

查总图、现场 设计

17 仪表安全

17.1 实施仪表设备及指示、报警、
自动调节、控制功能的完好性管理
。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七条

17.2 化工项目生产装置和储存
设施必须装备自动化控制系
统，设置符合要求的安全仪表
系统、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涉及硝
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
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
置，必须具备全流程自动化控
制。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
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3〕76号）第十九条
《山西省化工项目安全准
入条件（试行）》（晋安
发〔2021〕1号）

查DCS、SIS、
现场

仪表

依法停
产整顿
第6项
依法关
闭取缔
第5项

17.3 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需
要配置安全仪表系统的化工装置应
开展安全仪表功能评估。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
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
管三〔2014〕116号）第
四、十四条

查评估报告

17.4 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
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应实现紧
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
液化气体和剧毒液体的一级、
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
罐区应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
统。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工
作方案>的通知》（应急
厅〔2020〕23号）

查现场

17.5 危险化工工艺装置的自动
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
安全仪表系统应处于投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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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第四条

查DCS、SIS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7 仪表安全

17.6 全压力式储罐应采取防止
液化烃泄漏的注水措施。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6.3.16条

查现场

17.7 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
充装应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
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3〕76号）第二十条

查现场

17.8 化工生产装置自动化控制
系统应设置不间断电源，可燃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设置
不间断电源，后备电池的供电
时间不小于30min。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HG/T 20509-2014）第
7.1.3条

查现场

17.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安
全监控装备应符合要求：
①摄像头的设置个数和位置，应根
据罐区现场的实际情况实现全面覆
盖；
②摄像头的安装高度应确保可以有
效监控到储罐顶部；
③有防爆要求的应使用防爆摄像机
或采取防爆措施。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
置规范》（AQ 3036-
2010）第10.1条

查现场

17.10 罐区储罐高高、低低液位报
警信号的液位测量仪表应采用单独
的液位连续测量仪表或液位开关，
报警信号应传送至自动控制系统。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
设计规范》（SH/T 3007-
2014）第5.4.5条

查现场

17.11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
体泄漏的场所应按国家标准设
置检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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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第十二条

查现场

17.12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系统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
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
管三〔2014〕116号）第
十一条

查现场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7 仪表安全

17.13 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器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绘制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
检测点布置图；
②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按规
定周期进行检定或校准，周期一般
不超过一年。

查台账、检定
报告

17.14 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信
号应发送至有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
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并有报
警与处警记录，对报警原因进行分
析。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0493-2019）
第3.0.4条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化工企业泄漏管理的
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
〔2014〕94号）第十九条

查现场

17.15 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
应完好并处于正常投用状态。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
条

查现场

18 电气安全

18.1 企业应编制电气设备设施操作
、维护、检修等管理制度并实施。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十六条

查制度、作业
票证

18.2 临时用电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并有专人负责管理，限期
拆除。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
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查制度、作业
票证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8 电气安全

18.3 企业的供电电源应满足不同负
荷等级的供电要求：
①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
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
同时受到损坏；
②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供
电，尚应增设应急电源，并严禁将
其他负荷接入应急供电系统；设备
的供电电源的切换时间，应满足设
备允许中断供电的要求；
③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两回
线路供电。在负荷较小或地区供电
条件困难时，二级负荷可由一回6kV
及以上专用的架空线路供电。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2009）第
3.0.2、3.0.3、3.0.7条

查设计专篇、
现场

18.4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
备应符合GB 50058要求。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GB 50058-
2014）第5.2.3条

查现场

18.5 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能，应满足
以下要求：
①设备的金属外壳应采取防漏电保
护接地；
②接地线不得搭接或串接，接线规
范、接触可靠；
③明设的应沿管道或设备外壳敷
设，暗设的在接线处外部应有接地
标志；
④接地线接线间不得涂漆或加绝缘
垫。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
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2016）第
3.0.4、4.2.9条

查现场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8 电气安全

18.6 可燃气体、液化烃、可燃液体
的钢罐，必须设防雷接地，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①甲B、乙类可燃液体地上固定顶
罐，当顶板厚度小于4mm时应设避雷
针、线，其保护范围应包括整个储
罐；
②丙类液体储罐，可不设避雷针、
线，但必须设防感应雷接地；
③浮顶罐(含内浮顶罐)可不设避雷
针、线，但应将浮顶与罐体用两根
截面不小于25mm2的软铜线作电气连
接；
④压力储罐不设避雷针、线，但应
作接地。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9.2.3条

查检测报告、
台账、现场

18.7 可燃气体、液化烃、可燃液体
、可燃固体的管道在下列部位应设
静电接地设施：
①进出装置区或设施处；
②爆炸危险场所的边界；
③管道泵及泵入口永久过滤器、缓
冲器等。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9.3.3条

查现场

18.8 重点防火、防爆作业区的入口
处，应设计人体导除静电装置。

《化工企业安全卫生设计
规范》（HG 20571-
2014）第4.2.10条

查现场

18.9 储罐罐顶平台上取样口（量油
口）两侧1.5米之外，应各设一组消
除人体静电设施，设施应与罐体做
电气连接并接地，取样绳索、检尺
等工具应与设施连接。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
规范》（SH/T 3097-
2017）第5.2.2条

查现场

18.10 在爆炸危险区域内设计有静
电接地要求的管道，当每对法兰或
其他接头间电阻值超过0.03Ω时，
应设导线跨接。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规范》（GB 50235-
2010）第7.13.1条

查现场

19 设备安全

19.1 企业应对设备定期进行巡回检
查，并建立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十六条

查记录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9 设备安全

19.2 企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
的设备。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
条
《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
技术装备目录（2015年第
一批）的通知》（安监总
科技〔2015〕75号）
《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
、设备目录（2016年）的
通知》（安监总科技
〔2016〕137号）

查安全评价报
告、现场

19.3 企业应编制设备检维修计划，
并按计划开展检维修工作。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

查设备检维修
计划、记录

19.4 安全设施应编入设备检维修计
划，定期检维修。安全设施不得随
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因检维
修拆除的，检维修完毕后应立即复
原。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
条

查制度、现场

19.5 可燃气体压缩机、液化烃、可
燃液体泵不得使用皮带传动；在爆
炸危险区域内的其他传动设备若必
须使用皮带传动时，应使用防静电
皮带。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年版）》（GB
50160-2008）第5.7.7条

查现场

19.6 企业应定期对储罐进行全面检
查。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

查制度、记录

19.7 企业应对储罐呼吸阀（液压安
全阀）、阻火器、泡沫发生器、液
位计、通气管等安全附件按规范设
置，并定期检查或检测，填写检查
维护记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化学品罐区安
全管理的通知》（安监总
管三〔2014〕68号）

查制度、记录
、现场

19.8 可燃液体地上储罐的进出口管
道应采用柔性连接。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2018版）》（GB
50160-2008）第6.2.25条

查现场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19 设备安全

19.9 企业应建立安全附件台账、爆
破片更换记录。
注：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安全附
件（含压力表、温度计、液面计、
安全阀、爆破片）应齐全完好、有
校验标记、在有效期内。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3〕88号）第
十六条

查制度、台账

19.10 在用安全阀进出口切断
阀应全开，并采取铅封或锁
定；爆破片应正常投用。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TSG 21-
2016）第9.1.3条
《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TSG ZF001-2006）
第B4.2（4）条

查现场

19.11 压力表的选型应符合相关要
求，压力范围及检定标记明显。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TSG 21-
2016）第9.2.1条

查现场

19.12 设备的报废、拆除应办理审
批手续，报废的设备拆除前应制定
方案，并在现场设置明显的报废设
备设施标志。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
本规范》（GB/T 33000-
2016）第5.4.1.6条

查审批手续

20
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租赁
厂房、设施和场地进行生产的。

依法停
产整顿
第5项

21 无任何手续，非法建设生产的。
依法关
闭取缔
第1项

序号 安全管理条件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实际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 专业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