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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质〔2015〕206号“安全生产考核要点”

1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类）

1.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1.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

1.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1.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

任。

1.1.4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

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1.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

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1.1.7 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1.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1.1.9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

设备使用、临时用电、高处作业和现场防火等安全技术要点。

1.1.10 事故应急预案、事故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

理。

1.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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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1.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1.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情况。

1.2.2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与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领导带班值班情况。

1.2.3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贯彻执行情况。

1.2.4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所需资金投入情况。

1.2.5 制定本单位操作规程情况和开展施工安全标准化情

况。

1.2.6 组织本单位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1.2.7 与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与目标考核情

况，对工程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情况。

1.2.8 组织本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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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项目工地农民工业余学校创建工

作情况，本人参加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1.2.9 组织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

指挥预案演练情况。

1.2.10 发生事故后，组织救援、保护现场、报告事故和

配合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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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一般或

较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

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不满五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五年的；

（2）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发生的建筑施工重大或特

别重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

的；

（3）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4）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1.3 考核内容与方式

1.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1.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占 50%，

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6%，机械设备安全技

术占 4%。

1.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1）申请考核时，施工企业结合工作实际，对安全生产

实际工作能力和安全生产业绩进行初步考核；

（2）受理企业申报后，建设主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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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用档案记录情况，对实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和安全生

产业绩进行考核。

1.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施工现场实地或模拟施工现场，采用现场实操和口头陈述

方式，考核查找存在的管理缺陷、事故隐患和处理紧急情况等

实际工作能力。

2 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B类）

2.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2.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

2.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

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2.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

任。

2.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2.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

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2.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

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2.1.7 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2.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2.1.9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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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装工程，以及建筑起重与升降机械设备使用、施工临时用电、

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和季节性施工等安全

技术要点。

2.1.10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2.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2.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2.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2.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和标准规范情况。

2.2.2 组织和督促本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本单位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情况。

2.2.3 保证工程项目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资金投入，以及

为作业人员提供劳动保护用具和生产、生活环境情况。

2.2.4 建立工程项目安全生产保证体系、明确项目管理人

员安全职责，明确建设、承包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以及领导

带班值班情况。

2.2.5 根据工程的特点和施工进度，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

施和落实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2.2.6 落实本单位的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创建项目工地农

民工业余学校，组织岗前和班前安全生产教育情况。

2.2.7 组织工程项目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2.2.8 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检查施工现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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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达标情况，以及开展安全标准化和考评情况。

2.2.9 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制度，配备消防器材、设施

情况。

2.2.10 按照本单位或总承包单位制订的施工现场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

员、器材、设备并组织演练等情况。

2.2.11 发生事故后，组织救援、保护现场、报告事故和

配合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2.2.12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一般或

较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

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不满五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五年的；

（2）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发生的建筑施工重大或特

别重大级别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

的；

（3）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4）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2.3 考核内容与方式

2.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2.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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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占 30%，

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18%，机械设备安全

技术占 12%。

2.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内容。

2.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内容。

3 建筑施工企业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1类）

3.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3.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和标准规范。

3.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

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3.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

任。

3.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3.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

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3.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

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3.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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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3.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3.1.10 起重吊装、土方与筑路机械、建筑起重与升降机

械设备，以及混凝土、木工、钢筋和桩工机械等安全技术要点。

3.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3.1.12 机械类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3.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3.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3.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建筑起重机械、

升降设备、施工机械机具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章

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3.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报告以及消除隐患情况。

3.2.4 制止现场相关专业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

纪律等行为情况。

3.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

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3.2.6 检查相关专业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

情况。

3.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抢救、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

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3.2.8 安全生产业绩：自考核之日起，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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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1）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所发生的建筑施工生产安

全事故负有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和撤职处分，刑事处罚执行完

毕不满三年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不满三年的；

（2）三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受到行政处罚的；

（3）一年内，因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信用档案中被记

入不良行为记录或仍未撤销的。

3.3 考核内容与方式

3.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3.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占 20%，

安全管理占 40%，机械设备安全技术占 40%。

3.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内容。

3.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内容。

4 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2类）

4.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4.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

4.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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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4.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

任。

4.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4.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

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4.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

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4.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4.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4.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4.1.10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施

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和季节

性施工等安全技术要点。

4.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4.1.12 土建类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4.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4.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4.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模板支撑、脚手

架和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

作业和季节性施工，以及施工现场生产生活设施、现场消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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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施工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章制度行为，监督

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4.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报告以及消除情况。

4.2.4 制止现场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

为情况。

4.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

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4.2.6 检查相关专业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

情况。

4.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救援、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

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4.2.8 安全生产业绩：同 3.2.8内容。

4.3 考核内容与方式

4.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4.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占 20%，

安全管理占 40%，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40%。

4.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内容。

4.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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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3.4内容。

5 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3类）

5.1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要点

5.1.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和标准规范。

5.1.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管

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5.1.3 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安全生产法律义务与法律责

任。

5.1.4 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5.1.5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资质资格、费用保险、教育培

训、机械设备、防护用品、评价考核等管理。

5.1.6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源辨识、安全技

术交底和安全技术资料等安全技术管理。

5.1.7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

5.1.8 场地管理与文明施工。

5.1.9 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报告、调查与处理。

5.1.10 起重吊装、土方与筑路机械、建筑起重与升降机

械设备，以及混凝土、木工、钢筋和桩工机械等安全技术要点；

模板支撑工程、脚手架工程、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用电、

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现场防火和季节性施工等安全

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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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国内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5.1.12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5.2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要点

5.2.1 贯彻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5.2.2 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巡查，查处建筑起重机械、

升降设备、施工机械机具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章

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对施工现场进行检

查、巡查，查处模板支撑、脚手架和土方基坑工程、施工临时

用电、高处作业、电气焊（割）作业和季节性施工，以及施工

现场生产生活设施、现场消防和文明施工等方面违反安全生产

规范标准、规章制度行为，监督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5.2.3 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

5.2.4 制止现场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

为情况。

5.2.5 监督相关专业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交底的执

行情况，督促安全技术资料的整理、归档情况。

5.2.6 检查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持证上岗

情况。

5.2.7 发生事故后，参加抢救、救护和及时如实报告事故、

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5.2.8 安全生产业绩：同 3.2.8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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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考核内容与方式

5.3.1 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安全生产管理能

力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等。

5.3.2 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采用书面或计算机闭卷考试方式，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等内容。其中，法律法规占 20%，

安全管理占 40%，机械设备、土建综合安全技术占 40%。

5.3.3 安全生产管理能力考核

同 1.3.3内容。

5.3.4 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

同 1.3.4内容。

说明：

1、目前，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知识考核采用书面答卷方式，暂无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

核。

2、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要

点选用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3 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