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 号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已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5 年 2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王显政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培训管理，规范安全生产培训秩序，保证安全生产培训质

量，促进安全生产培训工作健康发展，根据《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全培训机构、生产经营单位从事安全生产培训（以下统称安全培训）活动

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安全培训是指以提高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和

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人员的安全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活动。  

  前款所称安全监管监察人员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级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从事安全监督监察、行政执法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和煤矿安全监察员；生产经

营单位从业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

从业人员；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人员是指从事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危险化学品

的登记人员和承担安全评价、咨询、检测、检验的人员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等。  

http://www.chinasafety.gov.cn/zhengcefagui/2005-01/12/content_66813.htm�


    第四条安全培训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归口管理、分级实施、分类指导、教考分离的原

则。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统称国家局）指导全国安全

培训工作，依法对全国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设立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法对所辖

区域内煤矿企业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安全培训机构  

  第五条安全培训机构从事安全培训活动，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资质证书分四个

等级。  

  一级、二级资质证书，由国家局审批、颁发；三级、四级资质证书，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颁发。设立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从事煤矿安全培训活动的培训机构三级、四级资

质证书的审批、颁发。  

  第六条取得一级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可以承担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安全生产监察员、煤矿安全监察员；中央企业的总公司、总厂或

者集团公司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登记人员；承

担安全评价、咨询、检测、检验工作的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和一级以下安全培训机构教

师的培训工作。取得二级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可以承担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安全生产监察员；省属生产经营单位和中央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登记人员；承担安全评价、咨询、检测、检

验工作的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和二级以下安全培训机构教师的培训工作。  

  取得三级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可以承担特种作业人员；市（地）属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取得四级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可以承担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以外的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上一级安全培训机构可以承担下一级安全培训机构的

培训工作。  

  第七条安全培训机构申请一级资质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或者开办费 100 万元以上；  

  （二）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三）有健全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四）有 15 名以上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其中至少有 8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并且经国家局培训考核合

格的专职教师；  

  （五）有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并且能够满足同期 100 人以上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及

生活设施，其中专用教室使用面积 150 平方米以上；  

  （六）安全培训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安全培训机构申请二级资质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或者开办费 80 万元以上；  

  （二）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三）有健全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四）有 10 名以上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其中至少有 5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并且经国家局培训考核合格

的专职教师；  

  （五）有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并且能够满足同期 80 人以上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及

生活设施，其中专用教室使用面积 120 平方米以上；  

  （六）安全培训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安全培训机构申请三级资质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或者开办费 50 万元以上；  

  （二）有专职或者兼职的管理人员；  

  （三）有健全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四）有 8名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

历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其中至少有 5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并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培训考核合格的专职教师；  

  （五）有能够满足同期 50 人以上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及生活设施，其中专用教室使

用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上；（六）安全培训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安全培训机构申请四级资质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金或者开办费 30 万元以上；  

  （二）有专职或者兼职的管理人员；  

  （三）有健全的机构章程、管理制度、工作规则；  

    （四）有 5名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职或者兼职教师，其中至少有 3名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并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培

训考核合格的专职教师；  

  （五）有能够满足同期 30 人以上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及生活设施，其中专用教室使

用面积 60 平方米以上。  

    第十一条申请一、二级资质证书，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具备资质条件的申请人将安全培训机构资质申请书、安全培训机构设置批准文

件或者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和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材料报国家局；  

  （二）国家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条件的，颁发相应的资

质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申请三、四级资质证书，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具备资质条件的申请人将安全培训机构资质申请书、安全培训机构设置批准文

件或者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和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材料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条件的，颁发相应的资质证书，并报国家局

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安全培训机构的教师应当接受专门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执教。  

  第十四条 安全培训机构资质证书不得出借、出租给其他机构或者个人。  

  安全培训机构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 3年。安全培训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

应当于安全培训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前 30 日内向原颁发证书的机构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五条对安全培训机构及其教师的考核发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章  安全培训  

  第十六条安全培训应当按照国家局、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制定的安全培训

大纲进行。  

  安全监督监察人员、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与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及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由国家

局组织制定。除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企业以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组织制定。  

    第十七条国家局、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每 2年组织一次优秀教材的评选。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优先使用优秀教材。  

  第十八条国家局负责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各级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的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和监督中央企业的总公司、总厂、

集团公司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省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察员的培训工作；组织、

指导和监督省属生产经营单位、所辖区域内中央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和监督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除中央企业、省属

生产经营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省

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组织、指导和监督所辖区域内煤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危险化学品登记人员和承担安全评价、咨询、检测、检

验的人员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安全培训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  

  除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的

安全培训，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与其所从事岗位相应的安全教育培训；从

业人员调整工作岗位或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应当对其进行专门的安

全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条安全培训机构从事安全培训工作的收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行业自律标准或者指导性标准收费。  

  第四章  安全培训的考核  



  第二十一条安全培训的考核应坚持教考分离、统一标准、分级负责。  

  第二十二条安全监督监察人员、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及矿山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标准，由国家局制定。  

  除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企业以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考核标准，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国家局负责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各级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的考核；负责中央企业的总公司、总厂、集团公司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察员

的考核；负责省属生产经营单位和中央企业分公司、子公司及其所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负责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  

  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中央企业、省属生产经营单位

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考核。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煤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

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除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外的生产经营

单位的其他从业人员的考核，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  

    第二十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

培训的考核制度，建立考核管理档案。  

第五章  安全培训的发证  

  第二十五条接受安全培训人员经考核合格的，由考核部门颁发相应的证书。  

  第二十六条安全生产监察员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安全生产监察员证；煤矿安全监察员

经考核合格后，颁发煤矿安全监察员证；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企业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人员经考核合格

后，颁发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含 IC 卡）；危险化学品登记人员经考核合格后，颁发上

岗证；其他人员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合格证。  

  第二十七条安全生产监察员证、煤矿安全监察员证、安全资格证、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含 IC 卡）和上岗证的式样，由国家局统一规定。培训合格证的式样，由负责培训考

核的部门规定。  



    第二十八条安全生产监察员证、煤矿安全监察员证、安全资格证的有效期为 3年。安

全生产监察员证、煤矿安全监察员证、安全资格证的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应当于期满前

2个月内向原发证部门办理延期手续。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有效期为 6年，每 2年复审一次。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需延期

或者复审的，应当于期满前 1个月内向原发证部门或者异地相关部门办理延期或者复审手

续。复审内容包括责任事故记录、违法违章记录、参加培训记录等。复审不合格的，经重

新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办理延期手续。个人在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有效期内，连续从事

本工种 10 年以上，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在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有效

期满时，经原发证部门或者异地相关部门同意，不再复审，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有效期

延长 2年。  

    第二十九条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和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考核颁发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

法的规定，加强对安全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审查、颁发安全培训机构的

资质证书。对已经取得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应当每 3年进行一次评估检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定期

向社会公布已经取得资质证书的安全培训机构名单，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对安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

培训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安全培训机构的违法违纪行为，均有权向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或者举报。  

    第三十三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工作履行安全培训工作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在安全培训监督管理

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

告，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 3倍的罚款，

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暂扣或者吊销相应的资质证书；没有违法所得的，暂扣或者吊

销相应的资质证书：  

  （一）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的；  

    （二）专职教师未经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而从事安全培训工作的；  

  （三）将安全培训资质证书出借、出租给其他机构或者个人的。安全培训机构未取得

资质证书擅自从事安全培训活动的，按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安全培训机构评估检查不合格继续从事安全培训活动的，给予警告，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 3倍的罚款，但最高

不得超过 30000 元，暂扣或者吊销相应的资质证书；没有违法所得的，暂扣或者吊销相应

的资质证书。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可以并处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按规定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的；  

    （二）从业人员上岗作业前或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前，未经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的；  

  （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