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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实施指南适用于冶金等工贸行业企业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编制依据

本指南编制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及相关

政策要求，并充分结合公司安全管理实际。

3.总体要求、目标

3.1 总体要求。实现作业现场事故隐患的动态管理，按照责任制要求，确保事故

隐患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治理，最大限度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3.2 总体目标。实现作业现场隐患排查治理的“全覆盖、无死角、无空档”；实现

“零隐患、零伤害”目标。

4.职责分工

按照专业特点、区域特点、职能层级等进行职责分工。

5.术语和定义

5.1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简称隐患、事故隐患或安全隐患。隐患通常指潜藏或不易发现的危险或祸患。在

安全生产领域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

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5.2 隐患分级

隐患的分级是以隐患的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影响范围为标准的，可以分

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5.2.1 一般事故隐患

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5.2.2 重大事故隐患

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

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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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隐患，相关行业可制定重大事故隐患目录。

确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一般原则是：

①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企业必须停产停业整顿的

②涉及重大危险源、重要装置的隐患

③涉及多人滞留，暴露 10 人以上的（管道 30 人以上）

④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一定时间得不到整改的

⑤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⑥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认定为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

5.3 隐患排查

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对本单

位的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并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

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

5.4 隐患治理

隐患治理就是指消除或控制隐患的活动或过程。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应当按照

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

5.5 隐患信息

隐患来源（企业排查、监督检查、举报投诉、标准化评审）,排查日期,隐患地点,

隐患类别（基础管理类、现场管理类）,所属危险源，所在部位,地理位置，隐患报告

摘要,整改期限,整改完成日期,整改类型(立即整改、限期整改、停业停产整顿),整改责

任单位,整改责任人,整改状态（未整改、整改中、已整改）,核查日期,核查单位,核查情

况,挂牌督办时间,挂牌督办级别,挂牌督办文号,挂牌督办单位,整改资金,纳入治理计划

情况,纳入治理计划日期,整改目标到位情况,整改目标到位日期,治理措施到位情况,治

理措施到位日期,整改资金到位情况,整改资金到位日期,整改责任到位情况,整改责任

到位日期,整改时限到位情况,整改时限到位日期,应急预案到位情况,应急预案到位日

期,销号日期。

6.事故隐患排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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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与治理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的内容，隐患排查不同于一般的

企业日常安全检查或安全巡视，隐患排查必须做到有组织体系、有排查标准、有排查

记录、有排查整改方案、有整改效果验证等“五有”要求，二者互为补充。

7.事故隐患排查标准

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规程、规范与要求编制不同专业、不同检查层级的隐

患排查标准，隐患排查标准应用安全检查表的方法逐一制定。利用检查条款按照相关

的标准、规范等对已知的危险类别、设计缺陷以及与工艺设备、操作、管理有关的潜

在危险性和有害性进行判别检查。

7.1 按照专业，安全检查表可划分为：工艺安全检查表、设备安全检查表、电气

安全检查表、防火防爆安全检查表、防雷防静电安全检查表、消防安全检查表、安全

连锁与功能、作业行为、职业健康防护安全检查表等。

7.2 按照检查层级，安全检查表可划分为：公司级安全检查表、车间级安全检查

表、班组级安全检查表等。

7.3 按照时间，安全检查表可划分为：季节性安全检查表、节假日检查表、日常

检查表等。

8.事故隐患治理原则与程序

企业应对事故隐患分级治理。

不同层级负责的隐患治理由治理所需的资源配置、权限、管理及技术能力等因素

来确定。

每一级均应建立健全隐患治理台账，对隐患清单、隐患治理过程以及隐患治理效

果验证均应保持完整记录。

9.事故隐患治理措施

9.1 企业层面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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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隐患排查的结果，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对隐患及时进行治理。

隐患治理方案应包括目标和任务、方法和措施、经费和物资、机构和人员、时限

和要求。重大事故隐患在治理前应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

隐患治理措施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教育措施、防护措施和应急措施。

治理完成后，应对治理情况进行验证和效果评估。

9.2 政府层面治理措施

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规要求，应对存在隐患的企业进行执法监管，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

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

时消除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

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

决定。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10.事故隐患治理效果验证

隐患排查治理应符合“闭环管理”，对隐患治理的效果进行验证和跟踪，按照隐

患等级明确效果验证责任部门和验证程序要求。对已按照要求整改的隐患及时销号，

对未按期和按要求整改的隐患应督促整改并实施考核。

11.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记录

企业应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档案，建立健全各类隐患排查与治理记录。

附件：1.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样表

2.隐患排查治理记录样表

3.隐患排查治理公示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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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隐患排查治理通知单样表

5.一般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样表

6.重大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样表

7.隐患分类汇总样表

8.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示范）企业成果清单

9.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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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样表

单位名称： 级别：
序号 排查类别 排查内容 排查依据 排查周期 排查记录 风险等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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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隐患排查治理记录样表

检查区域 检查类型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记录

序号 检查区域 发现问题 责任部门 处置措施 时间要求

附件 3：

隐患排查治理公示样表

×××××××有限公司

（月份）隐患排查治理公示牌

序号 单位名称 隐患内容 所在区域 整改要求 责任人 完成时间

附件 4：

隐患排查治理通知单样表

被通知单位

检查类型 检查时间 通知部门

隐患详情及要求

序号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排查依据 整改要求 整改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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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一般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样表

责任单位 整改责任人

隐患名称 地 点

发现时间 整改完成时间

隐患

情况

整改

情况

单位

分管

领导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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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表
隐患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

隐患名称 隐患类型

发现时间 治理完成时限

隐患概况：（包括隐患形

成原因、可能影响范围、

造成的死亡人数、造成

的职业病人数、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

主要治理方案：（包括治

理措施、所需资金、完

成时限、治理期间采取

的防范措施和应急措

施）

整 改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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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分 管

领 导 意 见

单 位 主 要

负 责 人 意 见

监 管 部 门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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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事故隐患分类汇总表

单位： 类别： 年 月 日

序

号
发现时间 隐患名称 隐患地址

隐患

基本情况

整改

目标要求

整改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

整改督办单

位及责任人

整改

完成情况

整改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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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示范）企业成果清单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示范企业成果清单（建议案）

8.1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指南》应明确隐患排查方案、隐患排查标准、隐患排查实施步骤、隐患分

级标准、隐患治理措施原则、隐患信息上报、隐患治理程序、隐患闭环管理以及隐患

排查治理过程记录表格等内容；

——《指南》应做到实践为主，兼顾理论；系统规范，便于推广。

8.2 建设过程记录信息

（1）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样表

（2）隐患排查治理记录样表

（3）隐患排查治理公示样表

（4）隐患排查治理通知单样表

（5）一般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样表

（6）重大隐患登记及整改销号审批样表

（7）隐患分类汇总样表

8.3 最终样本成果内容

（1）《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2）隐患分类汇总样表

8.4 附件：表格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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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程序框图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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