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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的原则和目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程序、报告格式等作

出了规定，适用于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验收评价和安全现状评价。 

本标准的全部内容为强制性，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民用爆破器材流通协会  兵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  江西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国庆  魏新熙  余建国  范志宇  李金明。 

本标准首次发布。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的原则、

目的、内容、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报告的格式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烟花爆竹企业的安全现状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也适用于烟花爆竹企业自

身的安全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烟花爆竹企业的安全预评价，也不适用于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 

 

2. 原则和目的 

2.1 原则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 

2.2 目的 

通过安全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提高企业

安全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

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AQ 8001-2007   安全评价通则 

 

4. 术语和定义 

AQ 8001-2007 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5. 评价机构要求 

承担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的机构，应当具有符合规定的安全评价资质，并对做出的安

全评价结果负责，保守委托方的商业秘密。 

 

6. 基本内容 

6.1 安全现状评价的内容一般包括但不仅仅是： 

a) 对烟花爆竹企业的安全管理综合情况进行审查评价，主要对其组织机构、从业人员、

规章制度等方面的资料进行审核； 



b) 对烟花爆竹企业的总体布局、安全条件和设施进行现场检查评价，主要对其选址、布

局、安全设施等进行检查； 

c) 对烟花爆竹企业的每个建筑物（厂房、工房、库房）进行现场检查评价，主要对其每

一个建筑物的建筑结构、防护屏障、定员定量、消防、防雷与防静电、电气设施、储存运输

等进行检查； 

d) 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评价，主要对其设计生产能力、各大类产品产量

等方面进行分析、预测、评价； 

e) 对评价机构认为有必要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其他项目进行检查。 

6.2 安全验收评价的内容一般包括但不仅仅是： 

a) 检查烟花爆竹建设项目是否按设计文件施工建设，是否满足设计生产产品的工艺能力

要求； 

b) 检查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 

c) 评价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及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和技术标准； 

d) 从整体上评价烟花爆竹建设项目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安全管理是否有效； 

e) 对评价机构认为有必要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其他项目进行检查。 

 

7. 方法和程序 

7.1 评价方法 

7.1.1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主要采用安全检查表法。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一般可划分为资料审核、总体布局和生产经营场所等三个评价单

元。其中生产经营场所评价单元可根据生产线、储存区等划分评价子单元。 

资料审核表、现场检查表见规范性附录 A、B、C。 

7.1.2 对于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评价单元，应选用合理的定量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7.1.3 对于现场检查不合格项，应进行分析论证或选用合理的定性、定量方法评价。 

7.2 评价程序 

7.2.1 委托 

烟花爆竹企业自主选择具有规定资质的评价机构，提出安全评价委托要求，并与评价机

构签订安全评价委托书或合同。 

7.2.2 前期准备 

评价机构备齐有关安全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章、

规范等资料。 

7.2.3 提供资料 

委托方应向评价机构提供评价需要的相关资料。 



7.2.3.1 基本资料 

a) 委托方的基本情况； 

b) 营业执照或法人条件证明； 

c) 标明内、外部距离的平面布置图(比例为 1：500)； 

d) 设计施工图、竣工验收图(新建、改建企业或工程)； 

e) 工房、储存仓库目录和基本情况； 

f) 安全设施目录及合格或检测证明； 

g) 产品范围(包括产品类别和产品级别)； 

h) 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工作岗位、从事本工作的年限等)； 

i) 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 

j) 相关人员培训资质证明； 

k)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l) 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名单； 

m) 消防设施和设备清单； 

n)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o)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p) 事故记录和隐患整改记录等其它相关资料； 

q) 评价机构需要的其它资料。 

7.2.3.2 生产企业还需要提供的资料： 

a) 主要产品的烟火药剂安全性能检测报告； 

b) 主要产品的技术文件(产品结构图、药物成份表、工艺规程、产品规格、产品标准)； 

c) 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和专用工具清单(名称、型号、状况、安装使用场所等)； 

d) 生产设备出厂检测合格证明和现场设备状态检测合格证明； 

e) 化工原材料清单； 

f) 有运输车辆的，须提供运输车辆清单、状况、资质证明和驾驶、押运人员资质证明。 

7.2.3.3 批发经营企业还需要提供的资料： 

a) 运输车辆清单和状况、资质证明； 

b) 驾驶、押运人员资质证明。 

7.2.4 资料审核 

7.2.4.1 评价机构按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要求，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

审核资料是否完整、准确。资料审核的内容见附录 A。 

7.2.4.2 评价机构应将资料审核的情况反馈到委托方，以便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7.2.5 辨识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辩识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存在的部位、方式，以及发生作用的途径和变化规律，重

大危险源的分布和监控，为制定安全对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7.2.6 现场评价 

7.2.6.1 对烟花爆竹企业总体布局、条件和设施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的内容见附录 B。 

7.2.6.2 根据划分的评价单元，对每个评价单元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的内容见附录 C。 

7.2.6.3 针对危险、有害因素及现场检查的结论意见，对现场设施、装置、防护措施和管理

措施进行评价。对构成重大危险源的部分应采用其它定性、定量评价方法进行针对性评价。 

7.2.6.4 现场评价必须根据检查项目对应标准条文要求的严格程度，作出检查结论。 

a) 标准条文要求表示很严格，实际情况必须符合标准要求，方为合格； 

b) 标准条文要求表示严格或允许稍有选择，实际情况与标准要求不吻合的，评价机构应

根据不吻合程度对企业整体安全产生的影响，作出是否合格的判定。对整体安全不产生影响

的，可以视为合格；对整体安全产生影响，但通过其它措施可以消除影响的，并且措施可以

保证实施，可以视为合格；对整体安全产生影响，但通过其它措施难以消除影响的，应判为

不合格。 

c) 实际情况与标准要求不吻合，评价机构作出合格判定的，评价机构必须充分说明判定合格

的理由。 

7.2.7 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根据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机构将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安全技术对策、措施、安全管理建

议通知委托单位。 

7.2.8 整改 

委托单位根据评价机构提出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及时进行整改。 

7.2.9 复查 

评价机构 对企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复查，确认整改符合要求。 

7.2.10 提出安全评价结论 

7.2.10.1 提出安全评价结论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a) 资料审核的结论意见； 

b) 总体布局、条件和设施现场检查的结论意见； 

c) 评价单元现场检查的结论意见； 

d) 采用其它定量评价方法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评价的结论意见； 

7.2.10.2 确定安全评价结论意见的原则是： 

a) 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汇总表中所列的审查和检查项目全部合格的，为符合安全条

件； 

b) 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汇总表中所列的审查和检查项目有一项不合格的，为不符合安全

条件； 

c) 评价机构根据评价实际增加的其它审查和检查项目，由评价机构根据实际给出结论，

判定其是否符合安全条件； 

d) 对审查和检查中的不合格项，均应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整改后由评价机构认定能达到



安全要求的，视为符合安全条件。 

7.2.10.3 安全评价结论分为下列两种： 

a) 符合安全条件； 

b) 不符合安全条件。 

7.3 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报告正文内容一般包括： 

7.3.1 安全评价概述 

a) 安全评价的目的。 

b) 安全评价的原则。 

c) 安全评价的依据。 

d) 安全评价的范围。 

7.3.2 企业的基本情况 

a) 企业概况。 

b) 项目概况。 

c) 地区气象、水文、地质情况。 

d) 企业生产经营流程。 

f) 原材料预计用量。 

g) 主要生产经营设施设备。 

h) 安全、消防设施。 

i) 厂(库)区内外部安全距离。 

j) 企业安全管理情况。 

k) 公用工程介绍。 

7.3.3 主要危险因素辩识与分析 

a) 危险因素分析方法。 

b) 原料、成品、半成品的危险因素分析。 

c) 重大危险源辩识。 

d) 工艺过程危险因素分析。 

e) 主要设备危险因素分析。 

f) 储运过程危险因素分析。 

g) 环境危险因素分析。 

h) 燃放试验和余药、废弃物销毁危险因素分析。 

i) 人员因素危险性分析。 

7.3.4 评价单元的划分及评价方法的选择 

a) 评价单元的划分。 

b) 评价方法的选择。 



7.3.5 定性、定量评价 

a) 资料审核评价。 

b) 总体布局、条件和设施评价，生产能力评估。 

c) 生产工艺安全性评价。 

d) 安全防护设施、措施评价。 

e) 电器、机械、工具安全特性评价。 

f) 周边环境危险性评价。 

g) 重大危险源评价。 

h) 评价单元/车间现场检查情况。 

i) 事故后果模拟分析。 

j) 其它定量评价。 

k) 综合评价结果。 

7.3.6 安全对策和整改 

a)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b) 整改的复查情况。 

7.3.7 安全评价结论 

7.3.8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资料审核表和现场检查表。 

7.3.9 实际情况与标准要求不吻合，评价机构作出合格判定的项目汇总表。 

7.3.10 审查和检查的不合格项采取措施整改后，评价机构认定达到安全要求的项目汇总表。 

7.3.11 安全评价报告还应载明 AQ8001－2007 规定的内容。 

7.3.12 评价机构认为需要的其它内容。 

7.4 安全评价报告交付 

由评价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或委托单位完成整改情况，将安全评价报告交付委托单位。 

 

8. 评价报告 

8.1 报告的格式 

报告的格式应符合 AQ8001－2007 规定的要求。 

8.2 报告的要求 

8.2.1 安全评价报告应内容全面，条理清楚，数据完整；查出的问题准确，提出的对策措施

具体可行，评价结论公正。 

8.2.2 评价机构应当对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资料审核表 

企业名称： 

评价机构： 

评价人员： 

审核日期： 

表 A.1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评价资料审核表 

序号 项目 审核项目 审核情况 审核结论 

法人条件证明   

安全生产组织机构   

原材料和产品质量检测检验管理机构   

保卫组织机构   

1 
组织

机构 

应急救援组织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考核上岗资格证明 
  

危险工序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上

岗资格证明 
  

驾驶、押运人员资格证明   

其它从业人员培训上岗资格证明   

2 
从业

人员 

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名单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安全目标管理与奖惩制度   

动火作业管理制度   

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安全检查制度   

3 规章

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   



序号 项目 审核项目 审核情况 审核结论 

重大危险源评估与监控措施   

产品购销流向登记管理制度   

工艺和技术管理制度   

烟火药安全性检测制度   

原料购买、检验、验收、领用制度   

余药及废弃物安全处置规定   

产品入出库管理制度   

不合格产品处置制度   

隐患排查整改和事故记录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其它相关资料   

设计说明书   

平面布局图   

工（库）房施工设计图   

安全设施和设备清单   

消防设施和设备清单   

主要生产设施、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产品类别和产品级别   

主要类别烟火药剂安全性能检测报告(撞击、

摩擦、相容性、安定性项目必检) 
  

主要产品的技术文件(产品结构图、药物成份

表、工艺规程、产品标准) 
  

化工原料、产品、半成品质量检测检验资料   

4 
技术

资料 

运输车辆情况   

资料审查结论意见  

说明：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表 A.2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安全评价资料审核表 

序号 项目 审核项目 审核情况 审核结论 

法人条件证明   

安全生产组织机构   

产品质量检测检验管理机构   

保卫组织机构   

1 
组织

机构 

应急救援组织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考核上岗资格证明 
  

守护员、保管员培训考核上岗资格证明   

驾驶、押运人员资格证明   

其它从业人员培训上岗资格证明   

2 
从业

人员 

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名单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安全目标管理与奖惩制度   

动火作业管理制度   

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安全检查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   

重大危险源评估与监控措施   

产品流向登记管理制度   

产品入库检验验收制度   

不合格产品处置制度   

隐患排查整改和事故记录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 
规章

制度 

其它相关资料   

设计说明书   

平面布局图   

库房施工设计图   

4 技术

资料 

安全设施和设备清单   



序号 项目 审核项目 审核情况 审核结论 

消防设施和设备清单   

主要生产设施和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证明   

配送运输车辆情况   

资料审查结论意见  

说明：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总体布局和条件设施现场检查表 

企业名称： 

评价机构： 

评价人员： 

审核日期： 

表 B.1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评价总体布局和条件设施现场检查表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选址   

围墙   

功能分区   

建筑物危险等级划分和布置   

危险品运输通道   

外部安全距离   

1 
总体

布局 

安全疏散条件   

根据产品种类、生产特性，分区布置

生产线 
  

工（库）房的生产、储存能力相互适

应、配套 
  

核算药量大或危险性大的工（库）房

布置位置 
  

粉尘和有害气体污染比较大的工房

布置位置 
  

2 
工艺

布置 

危险品的运输路线   

生产、储存区内的主要道路的宽度、

坡度，建筑物之间的通道宽度(*) 
  

生产机械、设备(*)   

消防设施、消防水源水量、保护范围、

补充时间 
  

废水沉淀处理设施 (*)   

危险工（库）房安全疏散条件   

3 
条件

与 

设施 

安全监控保卫设施和固定值班电话   



生产环境状况   

总体布局和条件设施现场检查结论意见  

说明：1.以上各检查项目可以在附录 C.1 检查表中检查的，应选用附录 C.1 的检查表列表检

查，不再列入本表检查。 

2.带(*)检查项目包含多个(多个路段、多台设备、多个废水沉淀池等)，应逐个检查，

并将检查情况附于本表。 

3.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表 B.2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安全评价总体布局和条件设施现场检查表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选址   

围墙   

功能分区   

建筑物危险等级划分和布置   

危险品运输通道   

值班室   

外部安全距离   

1 
总体

布局 

安全疏散条件   

库区主要道路的宽度、坡度，建筑物

之间的通道宽度(*) 
  

消防设施、消防水源水量、保护范围、

补充时间 
  

2 

条件

和 

设施 

安全监控保卫设施和固定值班电话   

总体布局和条件设施现场检查结论意见  

说明：1.以上各检查项目可以在附录 C.2 检查表中检查的，应选用附录 C.2 的检查表列表检

查，不再列入本表检查。 

2.带(*)检查项目包含多个的，应逐个检查，并将检查情况附于本表。 

3.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评价评价单元(车间)现场检查表 

企业名称： 

评价机构： 

评价人员： 

审核日期： 

评价单元/车间现场检查意见及结论意见表 

评价单元/车间(库房)名称 现场检查表编号 评价单元/车间(库房)现场检查意见 

   

   

   

   

   

   

   

   

   

   

   

   

   

   

   

   

   

评价单元/车间现场检查结论意见  



C.1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评价现场检查表 

评价单元/车间名称：                                  评价单元/车间检查表编号：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建筑物危险等级   

核定存药量   

内部距离   
1 

定级

定量 

安全标识   

建筑设计、建筑结构   

建筑物防火等级   

门的开启方向、宽度、数量、材质，

门槛的设置，门与其它建筑物门的

对应方向等 

  

窗洞口的高度，窗扇的高度、结构

及开启方向，窗台的高度，小五金、

双层窗的开启方向，插销等 

  

屋盖的材料、结构   

墙的结构、厚度，内墙面，梁或过梁

的设置等 

  

地面阻燃性、柔性、导静电性能   

工作台   

2 
建筑

结构 

仓库防潮、隔热、通风与防小动物   

安全出口的数量，设置方向、位置，

疏散距离 

  

建筑物内的通道宽度   
3 

疏散

要求 

门口的台阶及坡度   

核定数量   

培训和上岗证   

衣着   

防护用品及材质   

4 人员 

年龄和身体状况   

防护屏障设立   
5 

防护 

屏障 防护屏障的形式和防护能力   

设施、器材的配置和检验   
6 消防 

防火措施   

7 设备 机械设备的选型与安装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电气设备的选型与安装   

照明灯具的选型与安装   

电线的选型、连接、敷设   

建筑物的防雷   

设备和电气的接地   

设备的检修和维护   

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电气

和 

生产

工具 

工具材质   

危险品堆垛的高度，堆垛间距，运输

通道的宽度 
  

库房地面防潮措施   

库房内温度、湿度、通风的控制   

原材料的贮存   

8 

贮存

与 

运输 

厂内机动车行驶及危险品运输   

药尘的清扫   

含药废水的排放和沉淀   9 

废药

废水

处理 沉淀物的处理   

采暖的方式及温度、湿度   

采暖系统的管道，散热器以及与墙、

地面的距离 
  

蒸汽或高温水管道的入口装置和换

热装置 
  

通风系统   

散发粉尘的送风系统   

机械排风系统防爆型风机选用，风

口位置和入口风速，水平风管坡度
  

10 
采暖

通风 

送风机的出口止回阀   

干燥烘房的热源的形式及设备   

干燥房中温度和湿度监控措施、记

录以及报警装置 
  

晾晒架材质、高度   
11 干燥 

烘房中烘盒、烘垫、烘架的材质，堆

码的高度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岗位安全管理制度   
12 

制度

规程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说明：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C.2  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现场检查表 

评价单元/库房名称：                                  评价单元/库房检查表编号：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建筑物危险等级   

核定存药量   

内部安全距离   
1 

定级

定量 

安全标识标志   

建筑设计和结构   

建筑物防火等级   

门的开启方向、宽度、数量以及与

其它建筑物门的对应方向等 

  

窗的结构、材料及开启方向    

屋盖的材料、结构   

墙的结构、厚度，内墙面，梁或过梁

的设置等 

  

地面阻燃性、柔性、导静电性能   

2 
建筑

结构 

仓库防潮、隔热、通风与防小动物   

安全出口的数量，设置方向和位置，

疏散距离 

  

建筑物内的通道宽度   
3 

疏散

要求 

门口的台阶及坡度   

核定数量   

培训和上岗证   

衣着   

防护用品及材质   

4 人员 

年龄和身体状况   

防护屏障设立   
5 

防护 

屏障 防护屏障的形式和防护能力   

设施、器材的配置和检验   

防火设备和措施   

电气设备的选型与安装   

电气照明的选型与安装   

电线的选型、连接、敷设   

6 消防 

建筑物的防雷   



序号 项目 检查项目 实际情况 检查结论 

设备和电气的接地   

设备的检修和维护   

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产品堆垛的高度和堆垛间距   

运输通道的宽度   

库房地面防潮措施   

库房内温度、湿度、通风的控制   

8 

贮存

与 

运输 

机动车库区行驶路线和装卸   

岗位安全管理制度   
9 

制度

规程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说明：评价机构可根据评价对象不同，对检查项目适当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