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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

真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选题(共 70 题,每题 1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个最符合题意)

1.【参考答案】A

【解析】A选项,千人重伤率=（3/120000）*10
3
=0.025

B 选项,千人死亡率=（3/120000）*10
3
=0.025;

C 选项,百万人火灾死亡率=（2/120000）*10
6
=16.67

D 选项,重大事故率=（0/5）*100%=0

2.【参考答案】A

【解析】用于煤矿有甲烷的爆炸性环境中的一类设备的 EPL 分为 Ma、Mb 两级。Ma、Ga、

Da 级的设备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该等级具有足够的安全程度,使设备在正常运行

过程中、在预期的故障条件下或者在罕见的故障条件下不会成

为点燃源。对 Ma 级来说,甚至在气体突出时设备带电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成为点燃源

3.【参考答案】C

【解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二十)加强安

全风险管控。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科学合理确定企业

选址和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区空间布局。高危项目审批必须把安全生产作为前置

条件,城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管理等各项工作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实行重大安全风

险“—票否决”。加强新材料、新工艺、新业态安全风险评估和管控。紧密结合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高危产业转型升级。位置相邻、行业相近、业态相似的地区和行业要

建立完善重大安全风险联防联控机制。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重大危险源信息管

理体系,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实行风险预警控制,有效防范重特大生产安

全事故。

4.【参考答案】A

【解析】关于印发《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任务措施：

（一）安全宣传进企业。

（二）安全宣传进农村。

（三）安全宣传进社区。

（四）安全宣传进学校。

（五）安全宣传进家庭。

5.【参考答案】C

【解析】A选项,应急管理部是国务院主管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的组成部门,依法对

全国安全生产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B选项,交通运输、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别对交通、铁路、民航、水利、电力、建筑、国防工业、

邮政、电信、旅游、特种设备、核安全等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监督管理,

即行业监管或专业管理。

C选项,国家对特种设备实行专项安全监察体制。

D选项,煤矿安全的监管比较特殊,实行的是国家监察与地方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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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考答案】A

【解析】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三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

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统一制作的有效行政执法证件。其中对煤矿进行安全监察,必须出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统一制作的煤矿安全监察员证。

《甘肃省建设行政执法条例》第十条，（三）取得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

证。

7.【参考答案】C

【解析】物理因素：噪声、高温、低气压、高气压、高原低氧、振动、激光、低温、

微波、紫外线、红外线、工频电磁场、高频电磁场、超高频电磁场、以上未提及的可

导致职业病的其他物理因素。

A、金属烟属于其他因素

B、电焊烟尘属于粉尘

D、属于放射性因素

8.【参考答案】A

【解析】依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煤炭生产企业依据开采的原

煤产量按月提取，露天矿吨煤 5元。

煤炭：20 万*5 元=100 万元

甲醇：1000 万*4%+1000 万*2%=60 万元

全年应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为 100+60=160 万元

9.【参考答案】D

【解析】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根据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生产、

使用工艺（方式）或者相关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按照下列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

监控体系，完善控制措施：

（一）重大危险源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

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

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具备紧急停车功能。记录的电

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二）重大危险源的化工生产装置装备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一级或

者二级重大危险源，装备紧急停车系统；

（三）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液体和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设置紧急切断

装置；毒性气体的设施，设置泄漏物紧急处置装置。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

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对存在吸入性有毒、有害气体的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配备便携式浓度检

测设备、空气呼吸器、化学防护服、堵漏器材等应急器材和设备；涉及剧毒气体的重

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两套以上（含本数）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涉及易燃易爆气体或

者易燃液体蒸气的重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设备。

10.【参考答案】B

【解析】人工挖孔灌注桩是指桩孔采用人工挖掘方法进行成孔，然后安放钢筋笼，浇

注混凝土而成的桩。（施工过程中用到通电机械，如抽水泵）有触电危险。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945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4245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38700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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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答案】C

【解析】A 选项,《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在用电梯每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

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检

验检测机构接到定期检验要求后，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进行安全性能检

验和能效测试。

B、C选项,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由依照本条例取

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修单位或者电梯制造单位进行。

电梯应当至少每 15 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D选项,电梯使用标志应注明:下次校验日期。

12.【参考答案】D

【解析】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制定的配备标准发放劳动防护用品。

13.【参考答案】D

【解析】《工地基坑临边防护栏杆规范及标准规定》基坑临边防护标准规定:基坑开挖

深度达到 2m 及以上时周边必须安装防护栏杆。栏杆高度不宜低于 1.2m,立杆之间不宜

大于 2m。

14.【参考答案】D

【解析】A 选项,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使用、当年计提安全费用不足的,超出部分

按正常成本费用渠道列支

B 选项总包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费用按比例直接支付分包单位并监督使用，分包单位

不再重复提取（教材 97 页）

C选项,企业年度安全费用使用计划和上一年安全费用的提取、使用情况按照管理权限

报同级财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15.【参考答案】A

【解析】

16.【参考答案】C

【解析】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九条 生产矿井主要通风机必须装有反风

设施，并能在 10min 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当风流方向改变后，主要通风机的供

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供风量的 40%。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井下空气成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采掘工作面的进风流中，氧气浓度不低于 20%，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 0.5%。

第十七条 掘进井巷和硐室时，必须采取湿式钻眼、冲洗井壁巷帮、水炮泥、爆破喷

雾、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等综合防尘措施。

冻结法凿井和在遇水膨胀的岩层中掘进不能采用湿式钻眼时，可采用干式钻眼，

但必须采取捕尘措施，并使用个体防尘保护用品。第一百三十八条 矿井需要的风量

应当按下列要求分别计算，并选取其中的最大值：

（一）按井下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计算，每人每分钟供给风量不得少于 4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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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考答案】B

【解析】有图可知，三者为串联关系。该系统不发生故障的概率为：

0.9*0.95*0.95=0.81225

发生故障的概率为：1-0.81225=0.1878

18.【参考答案】D

【解析】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管理包括：起草、会签或公开征求意见、审核、签发、发

布、培训、反馈、持续改进等。

题中计划部和安全生产部属于相关职能部门，该办法未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属于会

签或公开征求意见环节遗漏。

19.【参考答案】无合适选项

A，焊接车间主要存在电焊烟尘

B，机加工车间主要危害因素为粉尘，噪声

C，起重机械定义：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1t，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2m 的

起重机和承重形式固定的电动葫芦等。

对非矿山企业，目前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强制性检查的项目有：

锅炉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高压医用氧

电梯 自动扶梯 施工升降机 简易升降机

噪声 起重机 作业场所的粉尘 厂内机动车辆

振动 高温低温 客运索道 游艺机及游乐设施等

辐射 防爆电器 有毒物质的浓度等

20.【参考答案】D

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进行安全培训的从业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工作，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实施。

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十条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以自

主培训为主，也可以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进行培训。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进行培训。

21.【参考答案】D

22.【参考答案】A

【解析】安全操作规程的内容：

（1）操作前的准备，包括操作前做哪些检查，机器设备和环境应当处于什么状态，应

做哪些调整，准备哪些工具等。

（2）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要求。应该和禁止穿戴的防护用品种类，以及如何穿戴等。

（3）操作的先后顺序、方式。

（4）操作过程中机器设备的状态，如手柄、开关所处的位置等。

（5）操作过程需要进行哪些测试和调整，如何进行。

（6）操作人员所处的位置和操作时的规范姿势。

（7）操作过程中有哪些必须禁止的行为。

（8）一些特殊要求。

（9）异常情况如何处理。

（10）其他要求。



- 5 -

23.【参考答案】B

【解析】依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有限空间

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检测指标包括氧浓度、易燃

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应当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检测的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开

始前 30 分钟。

24.【参考答案】A

【解析】依据《工作场所职业病未改作业分级 第 4部分：噪声》（GBZ/T229.4），95DB

为重度危害。

25.【参考答案】B

【解析】直接经济损失=40+30+360+280+50=760 万元。

26.【参考答案】C

【解析】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

发生单位负责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本题 1 人死亡为一般事故,

因此应由乙区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监督检查。

27.【参考答案】C

【解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

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

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

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28.【参考答案】C

【解析】辐射和同化功能：同化一批又一批新来者。

29.【参考答案】C

【解析】下列非煤矿山类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和竣工验收由（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应急管理部负责实施。

(1)海洋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企业投资年产100×10
4
t及以上的陆上新油田开发项目、

企业投资年产 20×10
8
m³及以上的陆上新气田开发项目。

(2)设计生产能力300×10
4
t/a以上或者设计最大开采深度1000m以上的金属非金属地

下矿山建设项目。

(3)设计生产能力1000×10
4
t/a以上或者设计边坡200m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

设项目。

(4)设计总库容 1×10
8
m³或者设计总坝高 200m 以上的尾矿库建设项目。

-- 安监总厅政法【2013】120 号

30.【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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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承包商资质审查应提供的资料：

2.安全资质审查

（1）承包商安全资质审查表。

（2）安全资质证书，如安全生产许可证、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

（3）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名单及证书。

（4）企业近两年的安全业绩，包括施工经历、重大安全事故情况档案、事故发生率及

原始记录、安全隐患治理情况档案等。

（5）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及有效评审报告。

31.【参考答案】C

【解析】电焊工、架子工、起重工、电工、射线探伤人员等具备作业要求的相应能力，

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作业资格证书。（教材 119 页）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9

32.【参考答案】C

【解析】专项应急预案主要内容:

1.事故风险分析

2.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处置程序

4.处置措施

33.【参考答案】D

【解析】同一工程项目或同一施工场所有多个承包商施工时，生产经营单位应与承包

商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发包单

位对各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34.【参考答案】C

【解析】A错误,脱水干燥系统安全标志不清晰属于物的因素中——标志缺陷。

B错误,对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有害因素辨识属于对照、经验法。

D错误,根据相似工程系统的统计资料,对有害因素进行辨识的方法属于类比方法。

35.【参考答案】D

【解析】依据《安全生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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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参考答案】B

【解析】教材 42 页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包括主动获取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并贯彻落实;依法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依法对安全生产设施、设备或项目进行安

全评价;依法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监控,确保其处于可控状态;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统一协

调管理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

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37.【参考答案】C

【解析】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职责（13 项）（教材 P113）

第（9）项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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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并分别于下一季度 15 日前和下一年 1 月 31 日前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

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统计分析表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对于重大

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除依照上述要求报送外,还应当及时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

关部门报告。

38.【参考答案】A

【解析】参照教材 138 页

B 项隐患排查治理属于一级要素 5.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的内容。

C项 13t 液氨储罐属于重大危险源是 5.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的内容。

D项安全生产现状评价资料属于文档管理即 5.制度化管理的内容。

39.【参考答案】C

【解析】安全生产标准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企业生产工艺特点和中国人

文社会特性,借鉴国外现代先进安全管理思想,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注重过程控制,做到

持续改进,是一套具有现代安全管理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体系;其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一样都强调预防为主和动态管理

的现代安全管理理念,但更“重在基础、重在基层、重在落实、重在治本”

40.【参考答案】A

【解析】生产经营单位应明确发包工程归口管理部门，统一对发包工程进行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发包工程项目,应以生产经营单位名义进行,严禁以某一部门的名义进行

发包。丙公司为监理单位，承担监理责任。

41.【参考答案】B

【解析】B选项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属于直接原因。

42.【参考答案】D

【解析】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 危大工程发

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报告工程所在地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

作。

第二十三条 危大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43.【参考答案】A

【解析】A，液氨温度低，防冻伤可穿防寒服。

B，液氨与空气接触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足部可

穿防静电鞋。

C，无噪声危害

D，题中已配置空气呼吸器，无须再配护目镜。

44.【参考答案】C

【解析】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和化工建设项目,应当在建设项目试运行前

将试运行方案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碳化钙属于遇湿易燃类危险化学品。

45.【参考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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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参考答案】D

【解析】α粒子属于物的因素中的——电离辐射

47.【参考答案】A

【解析】A、C 选项,凡在盛有或盛装过危险化学品的设备、管道等生产、储存装置及

处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石

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规定的甲、乙类区域的生产设备上动火作业,应将其与生产

系统彻底隔离,并进行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

D 选项,特殊动火作业的动火证由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审批,一级动火作业由安全管理

部门审批,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点所在车间审批。

48.【参考答案】D

【解析】受限空间照明电压应小于或等于 36V,在潮湿容器、狭小容器内作业电压应小

于或等于 12V。

49.【参考答案】A

【解析】

50.【参考答案】A

【解析】非煤矿山开采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

⑤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2元,地下矿山每吨 4元。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生

产经营单位必须安排适当的资金,用于改善安全设施,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更新安全技

术装备、器材、仪器、仪表以及其他安全生产设备设施,以保证生产经营单位达到法律

法规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

承担责任。

51.【参考答案】B

【解析】选项 A,二级吊装作业为 40t≤m≤100t

选项 B,指挥人员应由专门人员，或由司索工担任（技术教材 226 页），安全员属于监

护人员应进行现场监督

选项 C,依据 GB30871

9.2.3 不应靠近输电线路进行吊装作业。确需在输电线路附近作业时，起重机械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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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距离应大于起重机械的倒塌半径并符合 DL409 的要求；不能满足时，应停电后再进

行作业。选项 D,起吊前应进行试吊,试吊中检查全部机具、地锚受力情况,发现问题应

将吊物放回地面,排除故障后重新试吊,确认正常后方可正式吊装。

52.【参考答案】A

【解析】考查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的内容

53.【参考答案】B

【解析】A选项,劳动组织不合理属于职业卫生中劳动过程中的危害因素

C选项,夏季温度高,属于物的因素。

D选项，属于管理因素

54.【参考答案】A

B，属于应急评估

C，属于应急准备

D，属于应急评估

55.【参考答案】B

【解析】生产单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装置及设施,当

装置及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分隔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储存单元: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

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仓库以独立库房(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

元。

56.【参考答案】A

【解析】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2、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3、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4、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5、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6、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57.【参考答案】B

【解析】《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

十五、在生产设备受损或失效时，有毒有害气体可能泄漏的作业场所，除对作业人员

配备常规劳动防护用品外，还应在现场醒目处放置必需的防毒护具，以备逃生、抢救

时应急使用。用人单位还应有专人和专门措施，保护其处于良好待用状态。

58.【参考答案】D

【解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生产单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

装置及设施当装置及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隔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依据教材 69 页。散设在地上的管道不作为独立的单元处理，但在配管桥区例外。

59.【参考答案】B

【解析】对于非煤矿山建设项目,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以及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并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

①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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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③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⑤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60.【参考答案】D

【解析】应急演练持续改进：

(一)应急预案修订完善

根据演练评估报告中对应急预案的改进建议,由应急预案编制部门按程序对预案进行

修订完善。

(二）应急管理工作改进

(1)应急演练结束后,组织应急演练的部门(单位)应根据应急演练评估报告、总结报告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应急管理工作(包括应急演练工作)进行持续改进。

(2)组织应急演练的部门(单位)应督促相关部门和人员,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目标,

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并应跟踪督查整改情况。

61.【参考答案】A

【解析】选项 A正确，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

处理,并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水(介)质处理定期检验。

选项B错误,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

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选项 C错误,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检验合

格有效期届满前 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选项 D 错误,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62.【参考答案】B

【解析】起重伤害，指各种起重作业（包括起重机安装、检修、试验）中发生的挤压、

坠落（吊具、吊重）、物体打击等。该题为起重作业中的物体打击，属于起重伤害。

63.【参考答案】D

【解析】“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64.【参考答案】B

【解析】《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 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其被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结束前，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提请原许可证颁发机关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对挂牌督办并采取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监

管监察部门收到生产经营单位恢复生产的申请报告后,应当在 10 日内进行现场审查。

审查合格的，对事故隐患进行核销，同意恢复生产经营；审查不合格的，依法责令改

正或者下达停产整改指令。

对整改无望或者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整改指令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依法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予以关闭。

65.【参考答案】B

【解析】应急演练评估与总结：

（一）应急演练评估

（1）现场点评。应急演练结束后，在演练现场，评估人员或评估组负责人对演练中发

现的问题、不足及取得的成效进行口头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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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面评估。评估人员针对演练中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的各种信息资料，依据评估

标准对应急演练活动全过程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并撰写书面评估报告。评估报

告的重点是对演练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演练、目标的实现、参演人员的表现以及演练

中暴露的问题进行评估。

（二）应急演练总结

演练结束后，由演练组织单位根据演练记录、演练评估报告、应急预案、现场总结等

材料，对演练进行全面总结，并形成演练书面总结报告。报告可对应急演练准备、策

划等工作进行简要总结分析。参与单位也可对本单位的演练情况进行总结。演练总结

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1）演练基本概要。（2）演练发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3）应急管理工作建议。

（三）演练资料归档与备案

（1）应急演练活动结束后，将应急演练工作方案以及应急演练评估、总结报告等文字

资料，以及记录演练实施过程的相关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料归档保存。

（2）对主管部门要求备案的应急演练资料，演练组织部门（单位）应将相关资料报主

管部门备案。

B选项属于应急演练持续改进的内容

66.【参考答案】B

【解析】A选项,防尘面具是呼吸器官防护用品

C选项,焊接防护面罩是眼面部防护用品

D选项,防静电手套是手部防护用品

67.【参考答案】C

【解析】事故风机启停钮安装在压缩机房外。

手动控制器应配置在安全可达的位置，并设置在危险区以外（紧急停止装置、移动控

制装置等除外）参照 2020 版技术教材 11 页。

68.【参考答案】A

【解析】辅助措施，指保证工业卫生方面所必需的房屋及一切卫生性保障措施，如尘

毒作业人员的淋浴室、更衣室或存衣箱、消毒室、妇女卫生室、急救室等。

69.【参考答案】A

【解析】参照 20 版技术教材 133 页，308 页

B C 不能用于扑灭带电火灾。

D属于简便的初始灭火工具，不适于刨花这种蓬松，存有大量缝隙的火灾。

70.【参考答案】A

【解析】电焊时需要用电，所以还应办理临时用电作业许可

二、多选题多选题题(共 15 题,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

意至少有 1 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71.【参考答案】CD

【解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储存单元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

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仓库以独立库房（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所以划分为一个评价单元，

选 C。

R=2【1*250/500+1.5*5/1+1.5*25/10+1*10/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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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三级重大危险源

72.【参考答案】ABCE

【解析】某食品加工企业采取四条皮带并列布置的方式输送粮食，危险有害因素有：

火灾、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但不涉及腐蚀，所以不选 D项。

73.【参考答案】BE

【解析】同一工程项目或同一施工场所有多个承包商施工时，生产经营单位应与承包

商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发包单

位对各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D选项，监理单位是监督责任。

74.【参考答案】ACE

【解析】管理教材 13 页

物的因素运动轨迹：

在物的因素运动轨迹中，在生产过程各阶段都可能产生不安全状态。

(1）设计上的缺陷，如用材不当、强度计算错误、结构完整性差、采矿方法不适应矿

床围岩性质等。

(2）制造、工艺流程上的缺陷。

(3）维修保养上的缺陷，降低了可靠性。

(4）使用上的缺陷。

(5）作业场所环境上的缺陷。

75.【参考答案】BCD

【解析】企业需要实行作业许可的作业包括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

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动士作业、断路作业等。本题安装涉及到受限空间、动火、临

时用电。

76.【参考答案】CE

【解析】

77.【参考答案】AC

【解析】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并作

出记录，并且应当对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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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向负责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将使用登记证明文件置于设备的显著位置，包括设备本体、附

近或者操作间，如可置于锅炉房内墙上或者操作间内，可置于电梯轿厢内。

78.【参考答案】AC

【解析】受限空间作业应办理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作业前，应根据受限空间盛装（过）的物料的特性，对受限空间进行清洗或置换。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作业高度在 2m＜h≤5m 时，称为 I级高处作业。

作业高度在 5m＜h≤15m 时，称为Ⅱ级高处作业。

作业高度在 15m＜h≤30m 时，称为Ⅲ级高处作业。

79.【参考答案】ADE

【解析】现场处置方案主要内容：

1.事故风险分析；

2.应急工作职责；

3.应急处置：（1）事故应急处置程序（2）现场应急处置措施（3）明确报警负责人、

报警电话及上级管理部门、相关应急救援单位联络方式和联系人员，事故报告基本要

求和内容。

4.注意事项：

（1）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2）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3）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4）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

（6）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7）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

B，C项为应急处置卡已有内容。

80.【参考答案】AB

【解析】非煤矿山类建设项目

下列非煤矿山类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和竣工验收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应急管理部负责实施。

(1)海洋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企业投资年产100×10
4
t及以上的陆上新油田开发项目、

企业投资年产 20×10
8
m³及以上的陆上新气田开发项目。

(2)设计生产能力300×10
4
t/a以上或者设计最大开采深度1000m以上的金属非金属地

下矿山建设项目。

(3)设计生产能力1000×10
4
t/a以上或者设计边坡200m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

设项目。

(4)设计总库容 1×10
8
m³或者设计总坝高 200m 以上的尾矿库建设项目。

81.【参考答案】ACD

【解析】发包单位—承包单位

G—HKM

H—J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

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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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82.【参考答案】BCDE

83.【参考答案】CDE

【解析】《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

检查与协调。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GB 30871-2014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6.2 作业前，应根据受限空间盛装（过）的物料特性，对受限空间进行清洗或置换，

并达到如下要求：

a） 氧含量一般为 18%～21%，在富氧环境下不应大于 23.5%；

8 高处作业

8.1 作业分级

8.1.1 作业高度 h分为四个区段：

一级 2 m ≤ h≤5 m；

二级 5 m ＜ h ≤15 m；

三级 l5 m ＜h ≤30 m；

四级 h ＞ 30 m。

9 吊装作业

9.1 作业分级

吊装作业按照吊装重物质量 m不同分为：

a） 一级吊装作业：m>100t；

b） 二级吊装作业：40t≤m≤100t；

c） 三级吊装作业：m<40t。

84.【参考答案】BCD

【解析】①—起重

②—高处坠落

③—起重

④—物体打击

85.【参考答案】BDE

【解析】 ①属于隔离

②属于个体防护

③属于避难与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