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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协秘〔2022〕10 号

关于继续做好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技能
提升网络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单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不

断加强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本着“规范培训，保证质量，不走过场”的原则，在 6 月 1

日至 7月 31 日期间成功举办了 2022 年第一期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专业技能提升网络培训班（共三期）。

第一期网络培训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围绕新《安全生

产法》、《“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定级办法》、《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写与应

急演练指南》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等主要内容进行

了讲解分析，培训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教学认真，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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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培训考核、学员学习数据分析等保障服务，受到了广大会

员企业和学员的一致好评。

为继续做好 2022 年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技能提升网

络培训（三期）工作，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切实提升服务水

平，应广大会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求，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及培训对象

（一）培训时间。

1.单期班：自报名成功之日开始，培训服务保障时间为

2 个月内有效；

2.全期班（三期）：自报名成功之日开始，培训服务保

障时间为 6 个月内有效。

备注：以上报名学习时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培训对象。面向企业单位中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

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需求的单位

和个人。

二、培训内容及培训形式

（一）培训内容。本次培训邀请国家相关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专家学者，标准起草人及高级讲师团队以新《安全生

产法》和《“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为主线，围绕国

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等内容进行授课。

（二）培训形式。本次培训通过电脑和手机客户端进行

网络录播授课，课程视频在规定的时间内可重复观看播放。

三、课程设置及服务保障

（一）课程设置。（共 6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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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课程体系一）：约 20 课时

1.新《安全生产法》解读；

2.《“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解读；

3.《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解读；

4.《应急管理法规标准体系》解读；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组织与实施》解读；

7.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第二期（课程体系二）：约 20 课时

1.现代企业安全管理（上下）；

2.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3.《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6

号）；

4.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与应急救援。

第三期（课程体系三）：约 20 课时

1.安全领导力与安全执行力；

2.《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2016）

解读；

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解读及落实；

4.粉尘爆炸事故安全防范；

5.《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解读。

备注：结合国家安全生产政策的新形势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新要求，部分课程适情况进行增加或调整。

（二）服务保障。

1.课程学习服务：依托网络学习平台，课程可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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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无限次学习，为学员提供最大限度的课程学习保障。

2.电子课件下载：提供电子版配套讲义资料。

3.培训班教务服务：成立培训教务团队，教务老师负责

学员的学习方式指导、学习进度督学以及其他课程学习教务

工作。

4.企业团报学习报告：杜绝培训走过场问题，特别为团

报企业提供学员学习数据报告、汇总报告，做到人人有数据，

将培训质量落到实处。

5.提供阶梯式优惠服务：根据企业实际报名人数，提供

以下多种特惠服务：

<1>单期班型:团体报名 10 人以上，每报名 10 人赠送 1

人同班型学习课程；

<2>全期班型：团体报名 10 人以上，在享受优惠价格的

基础上，赠送“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考前网络培训”基础精

讲班课程（基础精讲班课程价格为 1500 元/人）。

四、培训费用及考核结业

（一）培训费用。专业技能提升网络培训单期班费用为：

非会员单位 1400 元/人，会员单位为 1200 元/人；全期班培

训费用为：非会员单位 4200 元/人，会员单位为 3600 元/人。

团体报名费用：团体报名学习全期班享受优惠价格，即

5 人以上（含 5 人）费用为 3400 元/人；10 人以上（含 10

人）费用为 3200 元/人。

请参加培训人员或单位将费用缴纳至中国安全生产协

会，账号等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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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账 号：0200004219200110247

汇款用途：请注明“提升培训”。

（二）培训考核。本次培训设置考试环节，学习完成后

进行在线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由中国安全生产协会颁发

培训（结业）合格证书，证书可在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官网进

行查询。

五、报名方式及网上学习

（一）报名方式。登陆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官方网站首页

的“文件通知”栏目，下载填写电子版《报名信息回执表》

或直接填写《回执表》（见附件 2）。

备注：

1.参培人员缴费完成后，请将《报名信息回执表》、汇

款凭证截图及本人近期 2寸照片电子版（分辨率在 300 以上）

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cawshy@163.com；

2.请认真填写报名信息回执表所有内容，学员培训合格，

证书将按报名表内的信息寄送。

（二）网上学习。缴费成功后 1-3 个工作日，由系统匹

配账号和课程并以短信形式发送至学员手机，学员凭用户名

和密码登陆网页或下载手机 APP 客户端进行学习。

1.电脑学习网址：http://www.dedaoketang.com/

2.手机学习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注安网校”下载

安装。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在协会的指导下，由北京得道课堂教育

mailto:cawsza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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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支持单位，以该公司现有的网络教育

平台系统为依托组织开展网络培训工作。

（二）为满足企业多样化的培训需求，协会同时面向企

业提供多种形式的定制化培训服务，以上三期课程内容可根

据企业不同需求进行组合。

联系人：彭渊 15101111767（定制化培训）

（三）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协会适时组

织召开线下“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及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训

班”；凡报名参加本次网络培训的单位及个人享受优先报名

和价格优惠政策。

（四）联系人及电话。

1.会员联络部:

宋老师 010-64463949；13011853302（报名咨询）

2.技术咨询服务：

010-82965088；17600127920（微信同号）

附件：1.培训课程体系简介

2.报名信息回执表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秘书处

2022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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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课程体系简介
（共 60 课时）

第一期（课程体系一，约 20 课时）：

1.《安全生产法-2021》解读

课程简介：介绍《安全生产法（2021）》修订的主要背

景和思路，解读《安全生产法》有关条款的主要变化，及企

业安全管理中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的关注点。

2.《“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解读

课程简介：介绍《“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的编

制背景，解读规划中与企业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内容。

3.《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解读

课程简介：介绍《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

的修订背景，解读《定级办法》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

4.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写与应急演练指南

课程简介：讲解企业应急预案编写方法和要求，应急演

练策划、实施与评估；解读《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1）《应急管理法规标准体系》解读；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组织与实施》解读。

5.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课程简介：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与风险评价活动是企业

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安全管理的基础和必须的

工作，是企业改变过去的“被动式的、救火式的、以事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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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安全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径，本课程通过对危险源辨识

与风险评价使得学员能够有效掌握危险源辨识方法和

步骤，从而有效的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第二期（课程体系二，约 20 课时）：

1.现代企业安全管理（上下）

课程简介：通过对企业安全管理的一条主线的讲解与分

析，以及对一些常见问题的分析，结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基本规范》的相关要求，指导、帮助企业强化安全管理的

系统性，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基础。

2.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课程简介：介绍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及党中央、国务院对

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管控要求；为什么要求企业建立并

实施“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近些

年来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取得

的成果。

3.《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6

号）

课程简介：为遏制频发的粉尘爆炸事故，应急管理部颁

布了《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6 号），

全国工贸涉粉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本课程介绍了《规

定》出台背景与意义，并详细解读《规定》所有条文。

4.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与应急救援

课程简介：以应急管理部颁布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规定（59#令）和有限空间作业重大隐患判定标准解读

为主要内容，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有限空间作业较大典型事故

案例分析，详细讲解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安全防范与事故应急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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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课程体系三，约 20 课时）：

1.安全领导力与安全执行力

课程简介：通过对企业安全管理常见问题的分析，为企

业梳理出有效开展安全管理的系统思路，提升企业安全领导

力与执行力。

2.《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解读

课程简介：通过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33000-2016)的系统框架及有关条款的详细解读，为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及有效落地提供帮助。

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解读及落实

课程简介：介绍安全生产标准化发展历程；建国以来安

全理念变化的传承与创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解读与落实。

4.粉尘爆炸事故安全防范

课程简介：以应急管理部颁布的粉尘防爆领域重大隐患

判定标准解读为重点，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典型粉尘爆

炸事故案例分析，详细讲解粉尘爆炸事故安全防范的基本方

法与措施。

5.《粉尘防爆安全规程》解读

课程简介：《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5577-2018）是

粉尘防爆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核心标准，对规范我国工业企

业的粉尘防爆安全管理、提升粉尘涉爆企业粉尘防爆安全技

术水平，遏制与减少粉尘爆炸事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我

国粉尘涉爆企 业都 必 须严 格 遵守 的 重要 安 全标 准。

本 课程 就《粉尘防爆安全规程》主要章节及重点条文进行

详细解读。

备注：结合国家安全生产政策的新形势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新要求，部分课程适情况进行增加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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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信息回执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单位名称 手 机

办公电话 邮箱或微信号

报名期次 全 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价 格
会员： 3600 元/人 1200 元/人 1200 元/人 1200 元/人

非会员：4200 元/人 1400 元/人 1400 元/人 1400 元/人

团体报名填写
5 人以上： 3400 元/人，人数（ ）人

10 人以上：3200 元/人，人数（ ）人

发票信息

发票类型：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及电话：

开户行：

账号：

备注：

邮寄地址

联系人：

手机：

地址：

填写说明

1.请认真填写报名信息回执表所有内容，学员培训合格，证书将按报名表内的信
息寄送；

2.报名期次可选全期或单期，单期可多选；

3.开票信息和邮寄地址请务必填写完整并认真核对；

4.请将《报名信息回执表》和汇款凭证截图及本人近期 2 寸照片电子版一并发送
至协会邮箱：cawshy@163.com ；

5.联系人及电话：

宋老师 010-64463949；13011853302

mailto:cawszas@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