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一览表

序号 适用类别 类别 法律法规名称 标准编号及版本 生效日期 适用条款编号或内容 相关活动 适用部门

1

基本法规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3\14 第42\43\48条 劳动权利\妇女保障等 所有部门

2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12\1 第二\三章 安全生产保障 所有部门

3 规章 安全生产许可条例 2004\1\13 第二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适用范围 所有部门

4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09\5\1 第2\5\9\10\13\16\21\23\26\28\44条 消防安全管理 所有部门

5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12\31 第2-8条,14-19条,第三\四章 职业病防治 所有部门

6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5\1\1 第四\六\七\八章 劳动工时,职业卫生\妇女\未成年工等 所有部门

7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8\1\1 第42条 职业病\工伤\妇女解除劳动合同管理 所有部门

8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11\4\22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管理 所有部门

9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009\5\1 第35条 抗震设计 所有部门

10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2001\10\27 第17\21\24条 员工权益\沟通 所有部门

1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2013\1\1 第四章 未成年工保护 所有部门

12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5\12\1 第四章 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所有部门

13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11\1 第24条 应急预案 所有部门

14

风险评估

标准 机械加工设备危险有害因素分类 GB 12299-90 1990\12\1 第三\四章 危险源识别 所有部门

15 标准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 13861-2009 2010\1\1 第五章,表1 危险源识别 所有部门

16 标准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09 2009\12\1 第4.1节 危险化学品风险评价 所有部门

17
其它

要求
关于规范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审批事项的通知

粤安监职卫

〔2012〕28号
2012\11\9

第五条
职业卫生风险评价 管理部门

18 规章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卫生部49号令 2006\7\27 第三条 职业病危害分类 管理部门

19

安全教育

规章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2015\7\1 第三\四\五章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委外培训\考核 人力资源

20 规章 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育管理规定 2006\3\1 第二\三\四章 三级安全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

21 规章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2013\8\19 第二\三\四章 三级安全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

22
防雷减灾

规章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2011\9\1 第一\二\三章 防雷设施管理 管理部门

23 标准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1431-2008 2008\10\1 第五\六章 防雷设施委外检测 管理部门

24
化学品

规章 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的规定 劳部发[1996]423号 1997\1\1 第一\三章 化学品使用 管理\生产

25 规章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1\12\1 第2\3\4\5\9,第二\三章 化学品储存及使用 管理部门

26

劳保防护

标准 安全鞋、防护鞋和职业鞋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AQT6108-2008 2009\1\1 第四\五章 作业人员脚的安全防护 管理\生产

27 标准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11651-2008 2009\10\1 第四\五\六章内容查找 劳保用品选用 管理\生产

28 标准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2000\5\1 第十\十一条,附表1 劳保用品选用 管理\生产

29 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 2003\11\19 附表一 工种识别,特殊工种管理 管理\生产

30 标准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T23466-2009 2009\12\1 附表一 耳塞的选择 管理\生产

31 标准 人身防护应急系统的设置 HG/T 20570.14—95 1995\5\1 第1.0.3节 洗眼器的设置 管理\生产

32 标准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 24541-2009 2009\9\1 第4\5\6章 手部防护 管理\生产

33 规章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 1997\5\1 第1-7条,11-15条 疲劳作业控制 管理\生产

34 规章 工伤保险条例 2011\1\1 第1-4条,10\14\15\16\17\18\30\32条 工伤保险管理 管理\生产

35 女工 规章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2012\4\28 第1-11条,附: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女职工保护 所有部门

36 童工 规章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12\1 第1\2\4\5\7\10\11条 招聘管理 所有部门

37 饮水 规章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2007\7\1 第三\四章 生活饮用水监测 管理部门



38

消防

规章 1211灭火器报废规定 GA402-2002 2002\12\1 第五章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39 规章 灭火器维修与报废规程 GA95-2007 2007\10\1 第1.7节 灭火器管理 管理部门

40 规章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 1990\4\10 第2\3\4\5\6\7章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41 规章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DL5027-2015 2015\4\2 第4章 变电站\开关房消防管理 管理部门

42 规章 火灾分类 GB/T 4968-2008 2009\4\1 第2章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43 规章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6-2007 2008\3\1 第二\三\四章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44 规章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002\5\1 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章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45 规章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119号 2012\11\1 第二章 消防验收 管理部门

46 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其检查规范 GB 50444-2008 2008\11\1 第二\三\四\五章 消防验收 管理部门

47 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2005\8\1 第二章 消防验收 管理部门

48 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2015\5\1 全文参考选用 厂房建设 管理部门

49 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2005\10\1 每2\3\4\5\6章,附录C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0 标准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201-2010 2011\3\1 第4\5\6\7\8\9\10条 消防设施配置及维护 管理部门

51 标准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5630-1995 1996\2\1 第4\5\6\7\8\9条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2 标准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17945-2010 2010\10\1 第3\4\5\6\7\8条 消防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3

用电安全

标准 电气设备的安全 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 第1部分：总则 GB/T22696.1-2008 2009\11\1 第四\五章 电力设施安全控制 管理部门

54 标准
电气设备的安全 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 第2部分：风险

分析和风险评价
GB/T22696.2-2008 2009\11\1 第四\五章 电力设施安全控制 管理部门

55 标准 电气设备应用场所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4612.1-2009 2010\5\1 第四\五\六\七\八\九章 电力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6 标准 高 低压预装式变电站 GB17467-2010 2010\11\1 第三\四章 变压器\配电房设置 管理部门

57 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2010\7\1 第三章 电力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8 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2011 2012\3\1 第3\4\7\8\9\11\12\13条 电力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59 标准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电击防护 GB-T14821.1-1993 1993\10\1 第3\4\5\6条 电力设施配置 管理部门

60 标准  剩 余 电 流 动 作 保 护 装 置 安 装 和 运
行

G  B  1  3  9 5  5  -  2  0  0  52005\12\1 第三\四章 漏电保护器选用 管理部门

61 标准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 2005\7\1 第3\4\5\6\7条 装修及施工临时用电 管理部门

62 标准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 电钻和冲击电钻的专

用要求
GB 3883.6-2012 2013\5\1 第4\5\6\7\8条 电力设施使用及维护 管理部门

63 标准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

程
GB/T3787-2006 2006\12\1 第4\5\6\7\8\9条 电力设施使用及维护 管理部门

64 标准 手持式机械作业防振要求 GB/T17958-2000 2001\2\1 第4\5条 电力设施使用及维护 管理部门

65 标准 用电安全导则 GB/T 13869-2008 2008\12\1 第4\5\6\7条 电力设施使用及维护 管理部门

66

作业安全

标准 安全色 GB2893-2008 2009\10\1 第四章 安全色的应用 管理部门

67 标准 厂区动火作业安全规程 HG30010-2013 2014\7\1 化工行业标准,全文参考 动火 管理部门

68 标准 厂区动土作业安全规程 HG30016-2013 2014\7\1 化工行业标准,全文参考 动土 管理部门

69 标准 厂区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HG30013-2013 2014\7\1 化工行业标准,全文参考 高处 管理部门

70 标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91 1992\8\1 建筑行业标准,全文参考 高处 管理部门

71 标准 机 械 加 工 设 备 一 般 安 全 要 求 GB 12266-90 1991\5\1 第2-8章 机 械 加 工 设 备 安 全管理 管理\生产

72 标准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 23821-2009 2009\12\1 制定安全措施时全文筛选 机械安全 管理\生产

73 标准 机械安全 火灾防治 GB 23819-2009 2009\12\1 制定安全措施时全文筛选 机械安全 管理\生产

74 标准 机械安全防止意外启动 ISO14118-2000 2000\3\1 制定安全措施时全文筛选 机械安全 管理\生产

75 标准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第1部分：设计通则 GB/T16855.1-2008 2008\11\1 制定安全措施时全文筛选 机械安全 管理\生产



76

作业安全

标准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5226.1-2008 2008\11\1 制定安全措施时全文筛选 机械安全 管理\生产

77 标准 工业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3部分：高温 GBZ/T 229.3-2010 2010\10\1 岗位设置及安全措施制定时全文筛选用 有高温作业时分级管理 管理\生产

78 标准 工业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4部分：噪声 GBZ/T 229.4-2012 2010\10\1 岗位设置及安全措施制定时全文筛选用 噪声环境作业分级管理 管理\生产

79 标准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BZ/T 189.10-2007 2007\11\1 岗位设置及安全措施制定时全文筛选用 搬运作业分级管理 管理\生产

80

职业病

规章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卫发监1999-620 1999\12\24 第二\三\四\五\六\七章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1 标准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 GBZ/T 225-2010 2010\8\1 第三\四\五\六章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2 规章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 安监总局令48号 2012\6\1 第2\3条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3 规章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2015\11\30 第二章选用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4 规章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卫生部91号令 2013\4\10 第19条及第三\四章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5 标准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188-2014 2014\10\1 第四章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6 规章 职业性健康检查管理规定 2015\5\29 第5\6\7\9条 职业病防护-体检 管理\生产

87 标准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Z 230-2010 2010\10\1 第3\4条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88 标准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 2003\12\1 全文参考选用 职业病防护-警示 管理\生产

89 规章 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安监总局令23号 2009\9\1 第3\4及8-30条 职业病防护 管理\生产

90

应急管理

规章 电梯应急指南 2006\1\4 第二\三\四章 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1 规章 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2007\7\19 第3\4\5条 中暑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2 规章 工伤认定办法 人社部令第8号 2011\1\1 第4\5\6\23条 应急管理-工伤 管理\生产

93 规章 火灾事故调查规定 公安部令第121号 2012\7\17 第三\四\五章 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4 标准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6441—86 1987\2\1 第3\4\5\7条 应急管理-事故分类 管理\生产

95 规章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安监总局21号令 2009\7\1 第6条 报告 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6 规章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安监总局17号令 2009\5\1 第五\七条参考使用 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7 规章 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 2000\1\1 第十三条 应急管理-食物中毒 管理\生产

98 规章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13 2013\10\1 参考使用第五章 应急管理 管理\生产

99

控制标准

标准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94-2005 2005\10\1 第三章 水质标准 水质监测 管理\生产

100 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10 2010\8\1 第六\七章 厂房建设 管理\生产

101 标准 建筑设计照明标准 GB50034-2013 2013\11\29 第六章 厂房建设 管理\生产

102 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 2007\11\1 第4.1化学物浓度,4.2粉尘浓度 室内空气监测 管理\生产

103 标准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 2.2-2007 2007\11\1 第11 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室内噪声监测 管理\生产

104 标准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12801-2008 2009\10\1 第四\五\六章 室内空气监测 管理\生产

105 标准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18883-2002 2003\3\1 第四章 室内空气监测 管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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