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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企业安全生产合规化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
制造型企业列入发展的重中之重，制造型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面临诸多不确
定因素，怎样搞好安全生产是困扰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分析近几年生产中
发生的事故原因来看，大多数是现场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
主体责任不落实造成的。因此，现场管理是企业安全管理的落实点，只有不
断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杜绝事故的发生。

安全工作从管理抓起，管理工作从基础抓起，基础工作从生产现场抓起，
切实加强生产一线基层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技能水
平是本课程的出发点。

本课程在帮助管理人员正确树立安全管理意识的基础上，详细地介绍了
安全生产管理的理念、方法与工具，切实让学员掌握实现零事故安全生产的
方法，真正将“安全第一”落实到执行的层面。内容系统完整、实务剖析、
注重实战与操作技巧，将是本课程的最大特色！为了帮助学员正确树立安全
生产的意识；让学员了解企业安全管理和系统安全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掌握
安全目标管理和信息管理等方法及其应用；了解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安
全管理体制、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评价；树立安全生产的意识和方法。有关
专家针对性的组织本次专题讲座。

欢迎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报名参加。具体事宜如下：
一、培训内容
第一部分：合规化安全教育训练

1. 如何理解安全；
2. 企业日常安全教育与合规化管控；
3. 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
4. 特殊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及依据的规范标准；
5. 企业安全培训教育存在的误区。

第二部分：安全检查（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为例）
1. 解读《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市监总局 57 号令（2022.07.01

施行）；
2. 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方式（四原则、四分类、四程序）；
3. 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
4. 企业特种设备重大违法行为；
5.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包括的情形；
6.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常规检查项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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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八大类特种设备主要风险分析；
8. 日常、综合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各行通用）；
9. 国家明察暗访检查组检查的重点问题分析。

第三部分：个体防护 PPE 暨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使用
1. GB 39800.1—2020《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解读

（2022.1.1 实施）；
2.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原则；
3.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流程；
4. 特种作业场所危害因素的辨识和评估；
5. 个体防护装备的选择；
6. PPE 追踪溯源；
7. 个体防护装备判废和更换；
8. 劳动防护用品培训和使用等。

第四部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1. 依据 2021 版《安全生产法》讲解事故调查处理；
2. 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
3. 生产安全事故性质；
4. 生产安全事故的紧急处理；
5.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分析；
6. 《刑法》涉及安全生产 16宗罪。

第五部分：危险源辨识与风险控制
1. 危险源辨识理论模块与实践；
2. 第一类危险源与第二类危险源关系与控制方法；
3. 危险源辨识要求、范围；
4. 危险源辨识的方法、工作分析法（JSA）、安全检查表法（SCL）、预

先危险分析（PHA）、事故树分析法（ETA）；
5. 重大危险源辨识计算工具；
6. 风险评价方式、内容；
7. 风险评价方法（LEC 评价法、是非判断法、风险矩阵法等）；
8. 风险控制流程、程序、级别；
9. 风险控制（消除法、工程控制、管理措施、个体防护）；
10.风险控制实战例举（根据学员所在行业举例）。

第六部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
1.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界定；
2. 风险、危险源、隐患、事故关系与联系；
3. 安全危害因素分析；
4. 隐患分类与表现形式；
5. 企业隐患排查的依据（最新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6.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的方法及案例（作业危害分析法、安全检查表

法、直观经验法、标准化法等）；
7. 隐患排查类别、排查内容、频次要求、人员要求；
8. 隐患治理要求、流程（一般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
9.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验收以及文件管理。

第七部分：机械设备安全防护合规化管控专项培训
1. 机械防护与能量屏蔽；
2. 防护装置的形式及依据的国家技术规范标准；
3. 机械伤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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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识别机械伤害；
5. 典型设备安全管理及安全防护装置简介；
6. 机械伤害的控制程序；
7. 新设备/变更的/暂时的设备的管理；
8. 行政管理控制的方法；
9. 工程控制及方法示例；
10.检查，回顾和预防性维护；
11.务实的培训方式方法；
12.机械防护管理计划；
13.安全人机工程；
14.安全守则、安全工作准则；
15.根据学员所处行业进行案例分析；
16.明察暗访组检查重点问题分析。

二、主讲导师
讲师以实际到场为准、学术风格各不相同。邀请相关资深专家、知名教

授围绕主题授课，突出实用性和案例分析，并安排时间组织现场交流、专家
答疑等。
三、参加人员

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安全总监、安全经理及专兼职安
全管理人员。
四、培训时间、地点

2023年02月22日至02月25日 地点：成都市
2023年03月16日至03月19日 地点：厦门市 2023年03月22日至03月25日 地点：上海市
2023年04月19日至04月22日 地点：成都市 2023年05月16日至05月20日 地点：杭州市
2023年05月24日至05月27日 地点：郑州市 2023年06月27日至06月30日 地点：大连市
2023年07月26日至07月29日 地点：贵阳市 2023年08月16日至08月19日 地点：上海市
2023年08月23日至08月26日 地点：成都市 2023年09月20日至09月23日 地点：昆明市
2023年10月25日至10月28日 地点：成都市 2023年11月15日至11月18日 地点：重庆市
2023年11月22日至11月25日 地点：厦门市 2023年12月18日至12月21日 地点：海口市
请参加学习的同志于开班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好传真或邮件至我中心。

培训详细地址于开班前一周另行通知。第一天为报到时间；请各单位合理预
定火车票或机票。
五、收费标准

1、收费：人民币 3680 元/人。(包含现场咨询费、场地费、资料费、税费
等) 发票由协办方统一开具。

2、因本通知发放范围有限，敬请各收文单位协助转发通知并认真组织本
地区、本单位相关人员统一报名，可免领队 1 人培训费用。各收文单位也可
直接报名。名额不限。本次培训内容及相关课题均可赴公司提供内训。

3、请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于报到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好后发邮箱至
853016712@qq.com；具体报到地点，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另行通知。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中企国研（北京）企业管理中心

2023 年 1 月 10 日

mailto:3、请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于报到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好后发邮箱至853016712@qq.com；具体报到地点，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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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举办《企业安全生产合规化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研修班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审批人 *职 务 *手 机

*经办人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姓 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发票信息

（专票请填写

1-4全部信息；

普票填写 1-2

信息）

开票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注

□单住 □合住 □自行 *参会地点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汇款 □现金 □刷卡 □培训费 □咨询费

汇款账户

开户名：河南中企博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顶山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支行
帐 号：12113031900000012
（开票项目：*非学历教育服务*培训费）
开户名：中企百胜（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实验区永丰基地支行
账 号：0200 1518 0910 0092 294

（开票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咨询费）

报名咨询

联 系 人：詹林 13718738373（微信同号）、18911807083

电话传真：(010)68701868 工作 QQ:853016712

电子邮箱：zqgypx@163.com、853016712@qq.com

网 址：www.zqgyqypxw.com

备注：此表可复制，*部分为必填项，汇总名单后发送至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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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举办企业安全生产合规化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各有关单位：
	一、培训内容

	*手 机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