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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矿商贸企业常用环保设施安全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湖州市南浔区行政区域内工矿商贸企业常用环保设施安全评估的工作程序及步骤、安

全评估内容和安全评估报吿编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湖州市南浔区行政区域内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

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企业常用环保设施的安全现状评估，化工、医药及危险化学品企业等行业环

保设施安全评估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保设施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环保设施是治理工业、商业及服务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物质,使其达

到法定要求所需的设备和装置,以及环境监测设备。 

3.2  

风险 risk  

发生特定危害事件的可能性与后果严重性的结合。 

3.3  

事故 accident 

指能量或有毒物质意外释放导致财产损失与人员伤害的情况，本导则中仅指火灾、爆炸、中毒三类

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事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2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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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 safety assessment  

依照相关标准对工矿商贸企业内环保设施的选址、总平面布置、工艺技术、设施设备、辅助工程、

安全管理现状进行核验，辨识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使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确定其危险程度，对

其安全状况进行客观评估，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措施及建议。 

3.5  

评估单元 assessment unit 

根据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评估的需要而将被评估对象划分为一些相对独立部分(或系统)

进行安全评估,其中每个相对独立部分称为评估单元。 

4 基本要求 

4.1 概述 

工矿商贸企业环保设施安全评估工作程序见附录 A，评估工作步骤包括前期准备，资料收集，危险、

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划分评估单元，选择评估方法，定性、定量评估与分析，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作出评估结论，编制安全评估报告等。 

4.2 人员要求 

4.2.1 项目组成员包括项目负责人在内不应少于三人，且项目组成员应具有安全评价师资格或中级及

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4.2.2 项目负责人应明确项目组人员任务分工及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的专业技

术人员)。 

5 安全评估的程序及内容 

5.1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明确安全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b) 签订安全评估服务合同； 

c) 组建安全评估项目组。 

5.2 资料收集 

收集环保设施安全评估需要的相关资料，确定评估对象适用的环保设施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

详见附录 B。 

5.3 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与辨识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分析环保设施涉及使用的主要物料，辨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特殊危险化学品（如重点监

管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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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辨识环保设施在运行、检维修过程可能造成事故的危险、有害因素； 

c) 依据 GB 18218 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d) 采用 LEC 法、LS 法等对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分级。 

5.4 划分评估单元和确定评估方法 

5.4.1 划分评估单元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5.4.1.1 划分的评估单元应相对独立，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便于实施评估。 

5.4.1.2 评价单元宜划分为： 

a) 环保设施项目合法性单元； 

b) 环保设施选址及布置单元； 

c) 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符合性单元； 

d) 消防、防雷防静电等公用设施单元； 

e) 重大隐患判定单元； 

f) 环保设施安全管理； 

5.4.1.3 按照法律、法规、文件、标准及地方要求划分其他单元。 

5.4.2 选择评估方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5.4.2.1 应根据评估单元特点，选择科学、合理量评估方法； 

5.4.2.2 定性评估方法可选择安全检查表分析(SCL)、预先危险性分析（PHA）、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

（HAZOP）等； 

5.4.2.3 定量评估方法可选择定量风险评估（QRA）、风险矩阵分析(LS)、故障树分析（FTA）、事件

树分析（ETA）等。 

5.5 评估单元及评估内容 

5.5.1 环保设施项目合法性单元 

评估内容应包括： 

a) 产业政策符合性，核实是否属于《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工艺设备； 

b) 是否通过环保行政部门审批、验收； 

c) 是否通过消防设计备案或验收； 

d) 是否经正规设计、施工安装、竣工验收，是否与设计一致； 

e) 成套设备是否有出厂合格证、安全论证资料或相关检测检验报告。 

5.5.2 环保设施选址及布局 

应按 GB 50016、GB 50187 等标准化文件规定的要求，评估环保设施选址及布局的安全性，评估内

容包括： 

a) 涉及环保设施的建构筑物总平面布局、防火间距和消防车道的设置； 

b) 建构筑物火灾危险性、层数、防火分区的符合性； 

c) 安全出口设置的位置、数量、疏散门的开启方向等。 

5.5.3 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符合性单元 

对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符合性进行分析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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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1 工艺技术： 

工艺技术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工艺技术来源是否可靠； 

b) 是否经安全论证或 HAZOP分析，对于废气成分复杂的，应进行 HAZOP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

施； 

c) 是否有同类工程的案例。 

5.5.3.2 挥发性有机物回收设施： 

挥发性有机物回收设施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吸收塔、吸附罐、膜分离器、换热器、制冷设备、机泵、管道管件等装置符合性； 

b) 爆炸性危险环境电气防爆安全符合性； 

c) 涉及特种设备、强制检验设备符合性。 

5.5.3.3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吸尘罩或吸尘柜、风管、风机、液体吸收式处理装置、吸附式处置装置、催化燃烧式处理装置、

蓄热式焚烧处理装置、泄爆、隔爆等防爆装置符合性； 

b) 爆炸性危险环境电气防爆安全符合性； 

c) 涉及特种设备、强制检验设备符合性。 

5.5.3.4 除尘系统： 

除尘系统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吸尘罩或吸尘柜、风管、风机、干式\湿式除尘器、储灰装置、泄爆、隔爆等防爆装置符合性； 

b) 爆炸性危险环境电气防爆安全符合性。 

5.5.3.5 脱硫脱硝装置： 

脱硫脱硝装置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脱硫工艺系统安全符合性； 

b) SNCR/SCR脱硝工艺系统安全符合性； 

c) 涉及氨水、液氨等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安全符合性； 

d) 涉及特种设备、强制检验设备符合性。 

5.5.3.6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脱硫脱硝装置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b) 危险废物仓库设备设施安全符合性； 

c) 爆炸性危险环境电气防爆安全符合性； 

d) 涉及特种设备、强制检验设备符合性。 

5.5.3.7 污水处理装置： 

污水处理装置单元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污水罐、池，管道、水封装置、泄放装置等安全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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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污水罐无损检测、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符合性； 

c) 涉及酸、碱等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安全符合性； 

d) 固定钢梯、防护栏杆及平台安全符合性； 

e) 涉及特种设备、强制检验设备符合性。 

5.5.4 消防、防雷防静电等公用设施单元 

评估内容包括： 

a) 消防水系统、灭火器配置、应急疏散标识等的符合性； 

b) 防雷接地设施、防静电设施的符合性； 

c) 燃料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安全符合性； 

d) 设备设施、管道安全色，职业危害和安全警示标识符合性。 

5.5.5 重大隐患判定单元 

根据《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判定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5.6 环保设施安全管理 

评估内容包括： 

a) 安全责任制是否覆盖环保设施的岗位及人员，是否纳入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是否制定

环保设施的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b) 是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指定专业人员负责环保设施的

安全管理，是否将环保设施纳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c)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焊接、电工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等是否持证

上岗； 

d) 是否建立了环保设施安全培训及宣传教育制度，并按有关规定明确了责任部门、培训方式、频

次及考核办法； 

e) 是否针对环保设施建立安全风险管控体系，落实管控层级和管控措施；是否定期进行隐患排查，

并建立台账； 

f) 是否根据本企业环保设施实际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是否配备了针对危险化学品、有限空间作

业等的应急物资，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频次进行了预案演练； 

g) 是否制定涉及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临时用电、吊装等特殊作业的审批制度； 

h) 是否按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并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5.6 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根据工矿商贸企业环保设施特点、现场检查和定性、定量评估的结果，针对各评估单元存在的问题

提出对策、措施及建议，其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管理制度、环保设施设备设置、危险化学品管理以及隐

患整改等方面，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的内容应具有合理性，经济性和可操作性。 

a) 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b) 环保设备设施运行、检维修的建议； 

c) 安全管理方面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d) 其他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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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给出危险、有害因素引发各类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的预测性结论； 

b) 概括环保设施安全评估结果，给出评估对象在评估条件下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规范的符合性结论。 

6 报告编制 

6.1 基本内容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的最终结果应形成评估报告，报告的正文内容至少应包括： 

a)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项目概述：给出评估目的，列出评估依据，界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b) 企业环保设施基本情况：综述评估对象的环保设施安全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和

周边环境、总平面布置、环保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及安全设施、公用工程、安全

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c) 环保设施危险、有害因素分析与辨识（见 5.3）； 

d)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单元划分和评估方法选择（见 5.4）； 

e) 环保安全评估内容（见 5.5）； 

f) 环保设施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见 5.6）；  

g) 安全评估结论：提出评估结论（见 5.7）。 

6.2 报吿格式 

6.2.1 报吿结构 

6.2.1.1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报告结构至少应包括： 

a) 封面； 

b) 著录项； 

c) 目录； 

d) 正文（见 6.1）； 

e) 附件。 

6.2.1.2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报告的封面格式按附录 C。 

6.2.1.3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报告的著录项格式按附录 D。著录项分两页布置。第一页署明环保设施安

全评估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评估项目负责人等主要责任者姓名，下方为报告编制完成的日

期及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机构公章用章区；第二页为评估人员名单，评估人员均应亲笔签名。 

6.2.2 报吿附件 

评估报吿附件为环保设施安全评估过程的支持性文件，至少应包括： 

a)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b) 环保设施项目备案许可文件； 

c)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安装、监理等单位资质； 

d) 危险化学品 MSDS； 

e)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f) 锅炉、压力容器、气瓶、管道等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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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防雷防静电接地检测、安全附件、变送器、防爆电气等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h) 环保设施布置图； 

i) 须整改，则附整改后的验收意见； 

j) 其他安全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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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安全评估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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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安全评估应获取的参考资料 

 

B.1 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 

B.2 类比案例事故资料  

B.3 合法证明材料  

B.3.1 环保设施项目批准文件； 

B.3.2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安装、监理单位资质；  

B.3.3 企业安全评价报告。  

B.4 环保设施资料 

B.4.1 企业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总平面布置和环保设施工艺流程； 

B.4.2 环保设备设施的清单，包括：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主要技术参数等； 

B.4.3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安装、监理、验收资料； 

B.4.4 环保设施相关特种设备、强制检定设备清单及检验报告； 

B.4.5 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 MSDS； 

B.4.6 安全生产管理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基本情况、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分

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及目标考核情况，日常安全管理情况等；  

B.4.7 应急救援资料，主要包括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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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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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环保设施安全评估报告著录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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