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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相
 关国家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依法治国简述

 依法治国总目标

 国家领导人有关安全生产讲话
 安全生产红线

 有关安全生
 产的重要文件

 中公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

 关于加强全社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

 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

2020年安全工程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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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法
 律基础知识

 法律基础知识

 法的概念

 发的作用

 法律体系与法的效力

 法的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和依法行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依法行政

 安全生产立法及安全
 生产法律基本框架

 安全生产立法的含义、现状及
 加强安全生产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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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1）

 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立法目的

 适用范围

 基本规定

 安全生产的方针

 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责任

 工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和权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
 发区管理机构的安全生产职责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
 部门的职责分工

 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的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

 安全生产标准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安全生产科技进步

 安全生产奖励

 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生产保障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的规定

 关于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规定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合格的规定

 关于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规定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和范围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使用新装备的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定

 实习学生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定

 被派遣劳动者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规定

 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和审查的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实施施工、竣工验收的规定

 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

 安全设备达标和管理的规定

 特种设备的规定

 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淘汰的规定

 危险物品管理的规定

 重大危险源管理的规定

 关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规定

 生产设施、场所安全距离和紧急疏散的规定

 爆破、吊装等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的规定

 劳动防护用品的规定

 交叉作业的安全管理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的安全管理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工伤保险的规定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2）

 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权利和义务

 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权利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

 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职责的部门
 的行政许可职责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依法监督检查时行使的职权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要求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依法监督检查的规定

 对拒不执行执法决定实施停电供
 民用爆炸物品措施的规定

 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责

 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的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的规定

 安全生产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规定

 对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功人员的奖励

 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
 向社会公告的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
 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国家应急能力建设的规定

 地方政府应急救援工作的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规定

 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组织及
 装备、器材的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后的报告和处置规定

 政府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指责的部门
 发生事故后的报告和处置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

 安全生产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法律责任的形式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的违法行为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工作人员
 的违法行为

 民事赔偿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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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
 单行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山安全法

 矿山安全法的适用范围

 矿山建设的安全保障的规定

 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的规定

 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的规定

 矿山安全的监督与管理的规定

 矿山安全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矿山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

 火灾预防的规定

 消防组织的规定

 灭火救援的规定

 监督检查的规定

 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的违法行为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

 民事赔偿的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

 道路通行的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

 一般规定

 特种设备的生产

 特种设备的经营

 特种设备的使用

 特种设备的检验和检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基本规定

 建筑许可

 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

 建筑工程的监理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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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的基本理论

 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关于生产安全犯罪适用《刑法》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概算

 行政处罚的设定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

 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行政处罚的决定

 行政处罚的执行

 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安全卫生的规定

 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的规定

 劳动安全卫生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的基础理论

 劳动合同的建立及相关权利义务

 劳动合同履行及相关权利义务

 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监督检查的主管机关和管理范围

 有关劳动合同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及其应对的分工

 预防与应急准备

 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与救援

 事后恢复与重建

 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的范围

 职业病防治的基本方针、基本制度

 前期预防要求

 劳动过程中职业病的防护与管理

 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

 职业病防治监督检查

 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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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行政法规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和程序

 安全生产许可监督管理的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煤矿安全监察体制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职责

 煤矿安全监察员的职权

 煤矿安全监察的主要内容

 煤矿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

 煤矿安全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范围

 煤矿行政许可的规定

 停产整顿的规定

 关闭煤矿的要求

 预防煤矿事故违法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勘察、设计及工程监理等单位的安全责任

 事故单位的安全责任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规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危险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规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安全管理的规定

 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安全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

 法律责任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基本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安全的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规定

 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的规定

 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的规定

 烟花爆竹安全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民用爆炸物品
 安全管理条例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购买的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的安全管理规定

 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的安全管理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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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行政法规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基本规定

 特种设备生产的安全规定

 特种设备使用的安全规定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监督的规定

 特种设备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条例》的适用范围

 《条例》明确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的体制

 《条例》强化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准备

 《条例》规范了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

 法律责任

 生产安全事务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基本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处理的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违法行为
 应负的法律责任

 工伤保修条例

 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

 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规定

 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

 工伤和劳动能力鉴定的规定

 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

 工伤保险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条例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范围

 安全责任

 安全管理

 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

 适用范围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用人单位的职责

 女职工孕期的保护

 产假规定

 生育津贴规定

 哺乳规定

 性骚扰的保护

 仲裁和诉讼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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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部门规章

 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

 注册安全工程师类别和级别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范围

 高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取得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取得

 助理注册安全工程师取得

 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

 注册安全工程师与政府主管部门安全能力合格证明的关系

 注册安全工程师与工程系列安全工程专业职称之间的关系

 已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认可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基本要求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

 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的组织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的职责

 安全培训的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

 特种作业人员的条件

 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许可及监督管理

 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发证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监督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违反规定的处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基本规定

 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的考核

 安全培训的发证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暂行规定

 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处理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的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管理办法

 应急预案管理的原则和政府部门职责

 应急预案的编制

 应急预案的评审

 应急预案的备案

 应急预案的实施

 奖励与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
 和处置办法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的适用范围

 较大涉险事故的范围

 事故信息的报告

 举报事故信息的处置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事故信息报告的处罚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基本要求

 消防设计和施工的质量责任

 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消防设计、竣工验收的备案抽查

 消防设计审核合格意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的撤销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执法监督

 法律责任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使用范围

 建设线圈设施“三同时”监管的职权划分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和竣工验收

 建设项目违法“三同时”管理的处罚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基本规定

 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

 基本规定

 安全评级

 设计审查

 施工和联合试运转

 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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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部门规章

 煤矿安全规程

 适用范围

 许可证制度

 安全审查责任制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三同时要求

 风险告知业务

 从业人员的权利

 人员培训要求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规划与计划的编制

 入井（场）要求

 煤矿有关图纸要求

 井工煤矿停工停产期间安全要求

 煤矿应急救援基本要求

 资质要求

 煤矿闭坑要求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基本规定

 安全培训的组织与管理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安全培训及考核

 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考核发证

 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考核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

 基本规定

 安全生产条件和申请

 受理、审核和颁发

 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和变更

 监督管理

 违法行为追究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

 基本规定

 发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成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监督管理

 违法行为的追究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基本规定

 尾矿库建设

 尾矿库运行

 尾矿库回采和闭库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
 安全生产规定

 基本规定

 安全保障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

 基本规定

 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变更和延期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

 适用范围

 行政许可

 安全要求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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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部门规章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基本规定

 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

 适用范围

 许可管理

 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与颁发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

 基本规定

 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条件

 安全使用许可证的申请

 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
 安全管理规定

 适用范围

 危险化学品管道的规划

 危险化学品管道的建设

 危险化学品管道的运行

 转产停产停止使用

 法律责任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基本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规定

 基本规定

 安全生产条件

 安装单位、使用单位、施工总承包
 单位、监理单位安全职责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基本规定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申请与颁发

 安全生产责任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

 基本规定

 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对危大工程的前期保障义
 务

 对施工单位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的现场安全管理
 义务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

 适用规范

 监管体制

 海洋石油开采的安全生产保障

 应急预案与事故处理

 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