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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安全生产管理
  考点 1：安全生产责任制

1.主要责任人职责 2.安管机构及人员职责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组织或者参与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如实记录教

育培训情况                        

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重大危

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组织或参与应急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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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检查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

作规程的行为                      

及时、如实报告安全生产事故      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对比记忆，关键字

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钱，标准化，预防机制，报告

安管机构及人员组织或参与，危险源辨识，提出建议，制止行为，督促落实

措施

记 忆 技 巧

3.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设备设施 (物质 )保障责任 安全生产条件，安全设施三同时，劳动防护用品

(2)资金投入责任
安全生产费用，工伤保险缴纳，教育培训资金，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

(3)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责任 设置安管机构，安全人员配备，注安师配备

(4)规章制度制定责任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

(5)安全教育培训责任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组织培训，取得相关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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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对安全设施设备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取得安全许可，监控重大

危险源，统一、协调管理承发包工作

(7)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 报告和救援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
产责任

典   型   例  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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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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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下列选

项中，属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的是 (    )。

A.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B.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C.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D.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E.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2.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方面，即从上到下

所有类型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下列选项 (    ) 不是主要责任人的

职责。

A.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整制度和操作规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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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D.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3. 某冶金企业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涉及厂区建筑物及厂区外道路行驶的车

辆，经路人报警后，公安局与应急管理人员收到信息立即前往该事故现场组织救

援。经调查发现，该企业设备超过使用年限，员工安全教育存在弄虚作假。根据

以上信息推断出该企业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的不包括 (    )。

A. 设备设施保障责任          B. 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

C. 安全教育培训责任          D. 安全资金投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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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综合安全管理 人员安全管理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环境安全管理

目标指标总体目标
安全生产责任制
隐患排查治理
承包发包工程
设施和费用
重大危险源
危险物品使用

消防
交通
例行工作
防灾减灾
事故调查
应急管理
安全奖惩

教育培训
劳动防护器具
安全工器具使用
特种及特殊危险作业
岗位安全规范
职业健康检查
现场作业

三同时制度
定期巡视检查
定期维护检修
定期检测、检验
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标志
作业环境
职业卫生

口诀：目标指标责任制

排查承发包费用

重大危险消防通

例行灾故应急惩

口诀：
教育防护工器具

特种岗位检查现场

口诀：
三同时，三定期

安全操作规程

关键字：口诀，重点

记 忆 技 巧

典   型   例  题

4. 某集团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对所属的一家炼化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

安全标志欠缺，几处人员紧急疏散通道标志模糊不清，进一步检查发现安全标志

的管理制度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检查情况，该炼化公司应当完善的制

度是 (    )。

A. 例行安全工作制度  B.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C. 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D. 环境安全管理制度

5. 某公司为机械加工厂，设备包括车床、磨床、铣床、钻床、加工中心等，

该公司共有 345 人。公司设有安全管理部门，共包含 3 人。2019 年 3 月份，该

厂发生一起死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2 人重伤，事后经调查发现：该公司安全

规章制度不完善，人员安全管理制度仅建立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劳动防护用

品发放使用和管理制度、安全工器具的使用管理制度。该公司在人员安全管理制

度方面还应建立的有 (    )。

A. 安全操作规程制度  B. 岗位安全规范

C. 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D. 安全标志管理制度

E. 安全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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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3：安全操作规程

典   型   例  题

6. 简述易燃易爆化学品装卸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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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4：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

典   型   例  题

7. 某咨询公司在承揽一批企业安全管理咨询项目时，对企业人员总数和安

全管理机构设置关系有不同意见。依据《安全生产法》，下列企业中，必须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是 (    )。

A. 从业人员 260 人的矿山单位 

B. 从业人员 450 人的发电单位

C. 从业人员 80 人的洗衣机生产单位 

D. 从业人员 100 人的建筑施工单位

E. 从业人员 60 人的烟花爆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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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例  题

8. 生产经营单位应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按规定委托和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或者注册安全助理工程师为其提供安全管理服

务。依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下列关于五家企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正确的做法有 (    )。

A. 某铁矿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配备了兼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B. 某冶炼厂有从业人员 86 人，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但配备了专职的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C. 某服装厂有员工 97 人，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但配备了 7名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D.某机械加工厂有员工 112 人，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但配备了专职、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E. 某烟花爆竹生产公司有员工 94 人，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

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委托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员提供安全

生产管理服务

  考点 5：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各从业人员的培训时间

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 从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初次培训 再培训 初次培训 再培训
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

得从业资格证书，有效期 6年，每 3年
复审一次，复审或延期前培训时间不少
于 8学时

高危行业 48 16 72 20

其他单位 32 12 24

高危行业：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

记 忆 口 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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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从业人员的培训内容

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内容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内容

(1)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法规

(2)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专业知识 / 职业卫生知识 (安管人员的内容 ) 管理 

技术 实务

(3)重大危险源管理，重大事故防范 (3)伤亡事故统计、报告及职业危害的调查处理

(4)职业危害及预防措施 (4)应急管理、应急预案编制以及应急处置的内容和要求

 (5)国内外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

(6)典型的事故应急救援案例分析    典型案例

(7)其他需要培训的内容       其他

再培训：新知识、新技术和新颁布的政策法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政
策，安全生产的新技术、新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经验，典型事故案例。

3.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内容 (三级教育 )

厂级 (入厂教育培训 )

安全生产情况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有关事故案例
高危行业还应增加事故应急救援，应急演练和防范措施

车间级 (工作岗位基本确定 )

岗位及工作环境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价和控制措施
安全职责、操作技能及强制性标准
自救互救、急救方法、疏散和现场紧急处理
安全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
典型事故案例

班组级 (班组长 )师傅带徒弟，
实习期间不得单独上岗作业

自我学习是重点
安全操作规程
岗位间工作衔接配合
作业过程的安全风险分析方法和控制对策
事故案例

调整工作岗位和离岗 1年以上应重新接受车间级、班组级安全培训



8

               

            

典   型   例  题

9. 某食品加工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安装新

产品自动化生产线 8 条，需增加人员编制，其中小王由原生产线岗位调入，小张

是新入职人员，小李一个月前从本企业离岗后重新上岗。关于安全教育培训的说

法，正确的是 (    )。

A. 小王不需要进行安全培训可直接上岗

B. 小张在实习期间可以独立进行包装作业

C. 小李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后即可上岗作业

D. 小王、小李应接受车间、班组级的安全教育培训

10.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总令

第 3 号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新上岗从业人员开展厂、车间和班组级三级安全

教育。下列 (    ) 是属于车间级安全教育培训的重点的内容。

A. 自救互救、急救方法 

B.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C. 安全考核奖惩 

D.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11. 某供气公司气柜操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有 (    )。

A. 煤气燃烧爆炸特性 

B. 气柜操作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C. 气柜运行的工况参数 

D. 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标定方法

E. 气柜建设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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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参考答案

考点 1 1.BDE 2.D 3.D

考点 2 4.D 5.BC

考点 3

6.(1)车辆装车前，先检查车况、排气管的阻火装置和静电接地装置，保证车况、排气
管的阻火装置和静电接地装置良好。

(2)检查车内种类与所装种类是否相符，存量多少，有无杂物。装车后，必须对车辆密
封，防止运输过程中抛洒。

(3)装车前，必须将静电接地装置连好再连接装卸臂。
(4)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静电服装和鞋帽，使用防爆工具，活动照明要使用防爆灯具。
(5)作业人员必须接受培训后方可操作，知悉应急处置措施。
(6)装卸车时，严禁吸烟等明火，将管道捆绑牢固，防止脱落，造成化学品外泄。
(7)装车时鹤管要插至底部。
(8)开始装车时应控制装卸速度，初始阶段，要控制在 1m/s。
(9)装车过程中，密切注意装车情况，防止溢出。
(10)危险化学品车辆严禁超载。
(11)泵房司泵员在泵运行中，不能擅离岗位，发现异常及时排除，甚至停机检查。
(12)装卸操作完毕，应立即按操作规程关闭有关阀门，并检查车辆情况。
(13)经过规定的静置时间，才能运行提升鹤管、拆除接地线等作业。

考点 4 7.ABDE 8.BCD 

考点 5  9.D 10.A 11.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