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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生产经营
单位委托机构提供
安全生产技术、管
理服务的，保证安
全生产的责任仍由
本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
单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应当明确各岗
位的责任人员、责
任范围和考核标准
等内容。

第二十条有关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提取和使用安
全生产费用，专门
用于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安全生产费
用在成本中据实列
支

第二十二条生产经
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以及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职责

……

第二十四条危险物
品的生产、储存单
位以及矿山、金属
冶炼单位应当有注
册安全工程师从事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鼓励其他生产经营
单位聘用注册安全
工程师从事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效日期：2021-09-01
PRODUCTION SAFETY LAW EFFECTIVE FROM: 2021-09-01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CORE RESPONSIBILITY OF PRODUCTION UNIT



第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
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
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
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
工会的意见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
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
果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效日期：2021-09-01
PRODUCTION SAFETY LAW EFFECTIVE FROM: 2021-09-01

职工参与与培训落实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TRAININGS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
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
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
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
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
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
学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
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品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
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
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五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
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规定的
从业人员的权利，并应当履行本法规定
的从业人员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效日期：2021-09-01
PRODUCTION SAFETY LAW EFFECTIVE FROM: 2021-09-01

劳务派遣员工和实习学生的管理
MANAGEMENT OF LABOUR DISPATCH EMPLOYEES AND INTERN STUDENTS



第二十五条从业人员了解事
故应急处置措施，知悉自身
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 第七十六条 国家加强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在重
点行业、领域建立应急救援
基地和应急救援队伍，鼓励
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社会力
量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
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
提高应急救援的专业化水平

第七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
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
练

第八十三条事故调查报告应
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事
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制定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及时全面
落实整改措施，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加强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效日期：2021-09-01
PRODUCTION SAFETY LAW EFFECTIVE FROM: 2021-09-01

事故应急
EMERGENCY RESPONSE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重大
事故隐患，依照前款规定向本单
位有关负责人报告，有关负责人
不及时处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
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效日期：2021-09-01
PRODUCTION SAFETY LAW EFFECTIVE FROM: 2021-09-01

隐患排查及整改
HIDDEN RISK INVESTIGATION AND RECTIFICATION



金属制品加工（镁铝锌及合金），农副产品加工（各类面粉，淀粉，奶粉），木制品/纸制品加工，纺织品加工（棉麻化
纤），橡胶和塑料制品加工（树脂橡胶），冶金/有色/建材行业煤粉制备，其它（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辅助原料、添加
剂等）

2014年8月，江苏昆山中荣铝粉
尘爆炸，146 人死亡，114人受
伤

2011年5月，富士康成都抛光车
间可燃粉尘爆炸，3人死亡，16
人受伤

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亚麻尘
爆炸，58人死亡，177人受伤

2014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双马
化工发生硬脂酸粉尘爆炸事故，
8人死亡，9人受伤

2010年2月，河北省秦皇岛骊骅
淀粉发生的玉米淀粉粉尘爆炸
事故，19人死亡、49人受伤

1942年，辽宁本溪湖煤矿煤尘
爆炸，死亡1549人，重伤246
人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背景
SAFETY REGULATIONS ON DUST EXPLOSION PROTECTION FOR INDUSTRY AND TRADE ENTERPRISES BACKGROUND



• 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劳动防护用品、应急
救援预案及演练、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安全设
施“三同时”

• 组织对涉及粉尘防爆的生产、设备、安全管理等有
关负责人和粉尘作业岗位人员进行专项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未经教育培训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 应当针对粉尘云和点燃源这两个粉尘爆炸主要危险
因素，开展风险辨识；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和涉粉作
业人数这两个关键要素，评估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风
险等级；建立安全风险清单，落实管控措施

• 新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按照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突出粉尘防爆的相关内容

• 建（构）筑物的结构布局、安全距离、除尘系统
防爆措施、典型工艺、安全设备、粉尘清理处置、
检修维修、外包作业

• 泄爆、隔爆、抑爆、惰化、锁气卸灰、除杂、监测、
报警、火花探测消除等安全设备，应当符合标准要
求并保证正常运行

• 在粉尘清理处置方面，粉尘作业区域应当保证每班
清理的底线要求

• 对铝镁等金属粉尘和镁合金废屑的处置环节，要求
应避免粉尘废屑大量堆积或者装袋后多层堆垛码放，
确需临时存放的，要远离作业现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并采取防水防潮、通风、氢气监测等必要的防火防
爆措施

基础管理 Basis management 现场管理 Site management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生效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SAFETY REGULATIONS ON DUST EXPLOSION PROTECTION FOR INDUSTRY AND TRADE ENTERPRISES 
EFFECTIVE FROM:2021-09-01



GB 15577-2018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2015

版）

工贸行业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工艺设

施防爆技术指南（试行）2015

GB/T 16428-1996 粉尘云最小着火能
量测定方法

GB/T 17919-2008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用收尘器防爆导则

GB/T 15605-2008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12476-2013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
气设备

GB 17269-2003 铝镁粉加工粉尘防
爆安全规程

GB 32276-2015 纺织工业粉尘防爆
安全规程

GB 19881-2005 亚麻纤维加工系统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7440-2008 粮食加工、储运系
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AQ 4229-2013 粮食立筒仓粉尘防爆
安全规范

AQ 4230-2013 粮食平房仓粉尘防爆
安全规范

AQ 4232-2013塑料生产系统粉尘防
爆规范

（上海）DB31/T 1308-2021 粉尘爆
炸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程验收规范

（广东）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金属制品机械加工企业粉尘防爆
安全的管理规定 2016年12月25日实
施，有效期为3年（已废止，可参考）

（江苏）省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铝
镁机加工企业涉爆粉尘（废屑）处置
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 2020年4月24日
发布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关联阅读
SAFETY REGULATIONS ON DUST EXPLOSION PROTECTION FOR INDUSTRY AND TRADE ENTERPRISES 
RELATED READING



GB/T 40248-2021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0248-2021 FIRE SAFETY MANAGEMENT IN CROWDED PLACES

生效日期：2021-12-01 EFFECTIVE FROM: 2021-12-01



第九条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
可以从事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
测活动

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可以从事区域消防
安全评估、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评估、
大型活动消防安全评估等活动，以及
消防法律法规、消防技术标准、火灾
隐患整改、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宣传
教育等方面的咨询活动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结论文件，
可以作为消防救援机构实施消防监督
管理和单位（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管
理的依据

第十三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承接业
务，应当与委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
合同，并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注册消防工程师资
格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转包、分包消
防技术服务项目

第十四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
书面结论文件应当由技术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执业印章，同时
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对建筑消
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后，应当制作包
含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称及项目负责
人、维护保养日期等信息的标识，在
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目位置上予以
公示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 生效日期：2021-11-09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 生效日期：2021-11-09
PROVIS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FIRE PROTECTION TECHNICAL SERVICES EFFECTIVE FROM: 2021-11-09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VS 消防安全评估
FIRE PROTECTION FACILITY MAINTENANCE INSPECTION VS FIRE SAFETY ASSESSMENT

消防技术服务类别
FIRE TECHNICAL SERVICE CATEGORY

项目责任
FACILITY RESPONSIBILITY

服务输出
SERVICE OUTPUT



投票与讨论
POLLS & DISCUSSIONS

安全生产法修订之后，我们

工厂认为最难落实的部分是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Law, what ar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s) for our company to implement?

（多项选择 Multi-choice）

其它
（请在对话框中写出您的答案）
Others 

(Please type your answer in the Chat box)

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
Registered Safety Engineer recruitment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及整改
Production safety hidden risk investigation and rectification

动员员工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Mobilize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production safety

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的配备及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
Provision of emergency rescue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and training of 

emergency rescue teams 

对非固定员工（如被派遣员工，实习生，
非全日制用工，劳务外包人员等）的安全生产管理

Prod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on non-permanent employees 

(e.g. dispatched workers, interns, part-time workers, contractors,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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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健康安全不符合项
COMMON HEALTH & SAFETY NON-CONFORMITIES



可行的整改方向
尝试询问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是否能补办消防验收，如答案为否定

根据前述《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的要求，审慎选择消防安全评估机构进行消防安全评估

法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订）
第十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2020年实施）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
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
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问题点
消防验收缺失（遗失或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办理）
消防验收未覆盖所有需要验收的建筑物
改扩建未重新审批验收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消防验收
COMMON NON-CONFORMITIES FIRE INSPECTION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选择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进行设计安装

• 设计施工单位资质标准可参考《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2006年实施，2015年国家废止，
但地方大多暂未执行）- 二级资质，仅能承担火灾危险性为丙类及以下的厂房和库房的消防设施工程

• 设计审查

• 竣工验收

法规要求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修订）
8.4.1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m2的制鞋、制衣、玩具、电子等类似用途的厂房；
2 每座占地面积大于1000m2的棉、毛、丝、麻、化纤及其制品的仓库，占地面积大于500m2或总建筑面积超过1000m2的
卷烟仓库；
10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房及其控制室、记录介质库，特殊贵重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机器、仪表、仪器设备室、贵重物品库房，
设有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

问题点
没有在需要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区域进行安装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安装
COMMON NON-CONFORMITIES INSTALLATION OF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选择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改造

法规要求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6.2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8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问题点
火灾探测器数量不足
火灾探测器被阻挡
使用和/或产生可燃气体没有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探测器
COMMON NON-CONFORMITIES DETECTOR OF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选择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改造

落实消防巡查检查并及时整改

法规要求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6.3.1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置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
30m。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宜设置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处。
6.3.2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明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当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3m~1.5m,且应有明显的标志。
6.5.1火灾光警报器应设置在每个楼层的楼梯口、消防电梯前室、建筑内部拐角等处的明显部位，且不宜与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设置在同一面墙上。
6.5.2每个报警区域内应均匀设置火灾警报器，其声压级不应小于60dB；在环境噪声大于60dB的场所，其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15dB。

问题点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数量不足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被阻挡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破损失效
在环境噪声过大的场所，没有配置恰当的火灾报警器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器
COMMON NON-CONFORMITIES DETECTOR OF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对灭火器的类型、规格、 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进行确认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里的检查项目、检查标准和检查频次落实定期检查

法规要求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4 灭火器的选择
5 灭火器的设置
6 灭火器的配置
7 灭火器配置设计计算
GB 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3.2.2 灭火器箱不应被遮挡、上锁或拴系。
5.2.1 灭火器的配置、外观等应按附录C的要求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问题点
灭火器种类与火灾场所不匹配
灭火器数量不足
灭火器压力不足
灭火器被遮挡
灭火器没有定期检查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灭火器的配置及维护
COMMON NON-CONFORMITIES CONFIGU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IRE EXTINGUISHERS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根据上述要求对全厂安全出口数量和分布进行确认

如有需求，进行整改

法规要求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修订）
3.7.1 厂房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3.7.2 厂房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内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
1 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5人；
2 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15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10人；
3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25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入数不超过20人；
4 丁、戊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40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30人；
5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且同一时间的作业人数不超过15人。
3.8.1 仓库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3.8.2 每座仓库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当一座仓库的占地面积不大于300m2时，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仓库内每个防火分区通向疏散走道、
楼梯或室外的出口不宜少于2个，当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100m2时，可设置1个出口。通向疏散走道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问题点
安全出口分布不符合要求
安全出口数量不足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安全出口的数量及分布
COMMON NON-CONFORMITIES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SAFETY EXITS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根据上述要求对全厂疏散门类型进行确认

如有需求，进行整改

法规要求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修订）
6.4.1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除
甲、乙类生产车间外，人数不超过60人且每樘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超过30人的房间，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2 仓库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但丙、丁、戊类仓库首层靠墙的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
3 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的门，当其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少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
4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住宅、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应保证火灾时
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问题点
疏散门形式不符合要求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安全出口的疏散门
COMMON NON-CONFORMITIES EVACUATION DOOR FOR SAFETY EXIT RELATED



可行的整改方向
根据上述要求安排应急演练

法规要求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2002）
第四十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其他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参照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至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

问题点
应急演练频次不符合要求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应急演练
COMMON NON-CONFORMITIES EMERGENCY RESPONSE RELATED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制定了自己的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部分已废止（如内蒙古和四川）或过期
（如上海）），当中对火灾高危单位的界定各有不同，对消防演练频次要求也不同，如

山东 广东 江苏 浙江

火灾高危单位

消防演练频次

单个生产车间建筑面积超过
20000平方米，且同一时间
同一建筑物内从业人员数量
超过1000人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

指容易发生火灾事故以及一
旦发生火灾事故容易造成群
死群伤的单位

每季度组织开展1次演练，
确保所有员工每年参加1次
演练。

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综合性
消防演练。
内部的消防安全管理部门应
指导其他部门每季度组织一
次针对岗位火灾危险性的灭
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单个厂房或者车间建筑面积
超过2500平方米且同一工
时用工人数超过100人的从
事纺织、鞋帽、玩具、食品、
药品、电子、家具等产品生
产、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应当在每年6月和11月分别组
织1次综合性消防演练。消防
演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设定火警情境；
(二)调动相关人员；
(三)启动消防设施；
(四)组织人员疏散。

内设部门、岗位应当每季度
组织1次适应岗位火灾危险性
的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任一车间同一时间用工人数
大于350人，或者总用工人
数大于3500人，从事纺织、
鞋帽、服装、礼品、箱包、
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
玩具、电子、家具等《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规定的丙类
产品生产、加工的企业

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综合演
练
专职消防队应当组织经常性
灭火和应急疏散训练
志愿消防队应当每月组织灭
火和应急疏散训练

常见不符合项 有关应急演练
COMMON NON-CONFORMITIES EMERGENCY RESPONSE RELATED



投票与讨论
POLLS & DISCUSSIONS

我们工厂做过的

应急演练有哪些类型
What type(s) of emergency drills have ever been conducted 

in our factory?

（多项选择 Multi-choice）

我们没有做过应急演练
We never conducted any emergency drill

灭火和疏散演练
Fire fighting & evacuation drill

其它
（请在对话框中写出您的答案）
Others

(Please type your answer in the Chat box)

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
Chemical accident emergency drill

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Environmental accident emergency drill

自然灾害应急演练
Nature disaster emergency drill



投票与讨论
POLLS & DISCUSSIONS

我们工厂在2020年

做过几次综合性消防演练？

How many comprehensive fire drill our factory 

conducted in 2020? 

（单项选择 Single Choice）

我们在2020年没有进行
综合性消防演练
We did not conduct any 

comprehensive fire drill in 2020

多于4次
More than 4 times

1次
Once

4次
4 times

2次
Twice

3次
3 times



03

结语及问答
SUMMARY AND Q&A



健康安全管理的关键步骤
KEY STEPS OF H&S MANAGEMENT

法律法规收集

法律法规清单

合规性评价

及时更新

人员职责权限

负责人培训

从业人员培训

应急演练

风险识别（业务连续性风险）

风险评估

预防措施落实

应急预案

定期巡查检查和及时整改

内部评审

管理评审

对目标指标的检讨及调整

目标指标

政策程序建立

政策程序宣贯

变更管理

根本原因分析

纠正措施预防措施落实

纠正措施预防措施效果评估

切勿停留在纸面文件记录上，切实落实并且及时检讨效果并加以调整，整改方案须以能系统性根源性整改为宜



常用法律法规平台
COMMONLY USED LAWS AND REGULATIONS PLATFORM

文档分享网学兔兔_专注工程技术学习网站_论文资料标准分享网 (bzfxw.com)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npc.gov.cn)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 (samr.gov.cn)

TÜV莱茵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推送订阅 (tuv.com)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mem.gov.cn)

https://www.wdfxw.net/
http://www.bzfxw.com/
https://flk.npc.gov.cn/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sessionid=DA20F27EE4CB77223B2B84410EBAC2F2
https://gcn.tuv.com/CN20_S02_EHSELQ_v2_WS?wt_mc=Mailing.Newsletter.Eloqua.CN20_S02_EHSELQ_v2_WS.CN20_S02_EHSELQ_v2_WS.button.&cpid=CN20_S02_EHSELQ_v2_WS
https://www.mem.gov.cn/fw/flfgbz/fl/


反馈问卷

Feedback Survey



感谢大家参与及聆听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and partici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