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00 一一建建《《建建设设工工程程项项目目管管理理》》  

章名称 节名称+包含《大纲考点》的数目 

第五章 1Z205000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

境管理 

1Z20501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

环境管理体系 

3 个 

1Z20502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5 个 

1Z205030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3 个 

1Z20504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职业健

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3 个 

总结:第五章共计 4 节;14 个《考试大纲》考点;考试分值:15 分 

第第五五章章  11ZZ220055000000《《建建设设工工程程职职业业健健康康安安全全与与环环境境管管理理》》  

1Z20501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P205 页] 

第一节含 3 个《考试大纲》考点 

《大纲》编号 《考试大纲》考点 

1Z205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P205 页] 

1Z205012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特点和要求[P210 页] 

1Z20501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P211 页] 

 

1Z205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P205 页] 

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P207 页]  

1.核心要素★ 

   [10 要素] 

[P207 页倒数第 7 行] 

 

 

①合规性评价               ②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③绩效测量和监视        ④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⑤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 

⑥内部审核      ⑦管理评审     ⑧目标和方案 

⑨运行控制      ⑩资源,作用,职责,责任和权限 

 推荐记忆: 



1)“合/法/监/针/价”=谐音“合法见真假” 

2)“内审/管评/目”   3)“运/作 职 责 权” 

 

1Z205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P205 页] 

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P207 页]  

2.辅助性要素 

   [7 要素] 

[P207 页倒数第 4 行] 

(3)文件 

(4)文件控制 

(7)记录控制 

(1)能力,培训和意识 

(2)沟通,参与和协商  

(5)应急准备和响应 

(6)事件调查,不符合,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推荐记忆:文件/记录/能培识;通商/应急/纠预防★ 

真真题题演演练练  

[2018]24.下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素中 

属于核心要素的是(  ) 

A.应急准备和响应              

B.文件控制 

C.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D.沟通,参与和协商 

【答案】C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07 页倒数第 6 行】 



【解析】核心要素包括以下 10 个要素: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

措施的确定;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目标和方案;资源/作用/职责/责任和权限;合规性评价;运行

控制;绩效测量和监视;内部审核;管理评审 ABD 选项属于辅助性要素 

 

  

1Z205012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特点和要求[P210 页] 

一.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特点  

4.持续性 前一道工序的隐患,可能在后续的工序中暴露,酿成安全事故  

6.多样性 产品的①时代性②社会性决定了环境管理的多样性  

1.复杂性 建设项目的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涉及大量的露天作业，

受到气候条件,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地理条件和地域资源等

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  

2.多变性 一方面是项目建设现场材料,设备和工具的流动性大; 

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项目不断引入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

艺,这都加大了相应的管理难度  



3.协调性 项目建设涉及的工种甚多[注意各工种协调]  

5.经济性 产品的①时代性②社会性③多样性决定环境管理的经济性  

 

关于“备案”考点的总结 

 竣工验收备案 开工报告工程备案 拆除工程备案 

备案范围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 

(P189 页六) 

依法批准开工 

报告的建设工程 

(P211 页 3.第 2 行) 

应当拆除的工程 

(P211 页 3.第 5 行) 

谁去备案？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备案时间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 自开工报告批准 

之日起 15 日内 

拆除工程 

施工 15 日前 

备案机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

他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有

关部门 

 

1Z20501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P211] 

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的程序 

1.领导决策→2.成立工作组→3.人员培训→4.初始状态评审→ 

5.制定方针,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6.管理体系策划与设计→ 

7.体系文件编写→8.文件的审查,审批和发布  

推荐记忆: 1 决 2 组 3 人培;4 初 5 定 6 策设+7 编 8 审发 



 

 

7.体系文件的编写[P213 页] 

1)体系文件编

写的原则  

体系文件编写和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①标准要求的要写到②文件写到的

要做到③做到的要有有效记录 

2)管理手册的

编写  

是管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链 P164 页二.1.质量手册] 

3)程序文件的

编写  

(2)程序文件的内容可按“4W1H”的顺序和内容来编写,即明确程序中管

理要素,①由谁做(who)? 

②什么时间做(when)?      ③在什么地点做(where)? 

④做什么(what)?              ⑤怎么做(how)? 

4)作业文件的

编制  

一般包括①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②管理规定 

③监测活动准则         ④程序文件引用的表格 

考考点点梳梳理理::高高频频考考点点//易易错错点点  

       2.管理体系的维持   （P214 页 2.） 

1.内部审核 1.内部审核是施工企业对其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的审核,是管理体系自我

保证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关键词:“自身”或“自我”) 

2.管理 管理评审是由施工企业的最高管理者● 



   评审● 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3.合规性评价 1.公司级评价每年进行 1 次 

2.项目组级合规性评价: 

①项目经理组织 1 次合规性评价 

②施工时间超过半年时(项目组级)合规性评价不少于一次。  

③项目工程结束时应针对整个项目工程进行系统合规性评价 

经经典典题题演演练练  

施工企业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管理评审是( ) 

A.管理体系接受政府监督的一种体制 

B.管理体系自我保证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 

C.企业最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D.对企业执行相关法律情况的评价 

【答案】C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14 页 2.2)下 1 行】 

【解析】管理评审是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 

1Z20502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P215 页] 

第二节含 5 个《考试大纲》考点 

《大纲》编号 《考试大纲》考点 

1Z20502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P215 页] 

1Z205022 安全生产管理预警体系的建立和运行[P223 页] 

1Z20502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交底[P227 页] 

1Z205024 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类型和内容[P230 页] 



1Z205025 安全隐患的处理[P232 页] 

 

1Z20502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P215 页] 

一.安全生产责任制度[P215 页]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P216 页] 

三.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P217 页] 

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P218 页] 

五.安全措施计划制度[P219 页] 

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P220 页] 

七.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P221 页] 

 

1Z20502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P215 页] 

八.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淘汰制度[P221 页] 

九.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P221 页] 

十.安全检查制度[P221 页] 

十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P222 页] 

十二.♥“三同时”制度[P222 页] 

十三.安全预评价制度[P223 页] 

十四.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P224 页]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P216 页]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P217 三.上

6 行] 

1.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

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2.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

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

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 年 

3.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   

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P217 页] 

区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监督管理”的不同规定 

(1)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全

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

理] 

(2)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3)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 

   全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 

  (监督管理) 

(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工作实施 

♥[综合监督管理] 

   实施(监督管理) 

规律:安监部门多了“综合”二字 

 

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P218 页] 

3.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P219 页] 

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主要有 

(1)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 

(2)改变工艺和变换岗位安全教育 

(3)经常性安全教育 

三种形式 

 

1)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P219 页 3.1)] 

1.哪三级? 对建设工程来说,具体指: 

①企业(公司) 

②项目(或工区,工程处,施工队)③班组三级 

2.上岗要求 企业新员工上岗前必须进行三级安全教育,企业新员工须按规定通过①

三级安全教育 

②实际操作训练,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岗前 24 学时 企业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时间 

不得少于 24 学时 



 

1)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P219 页 3.1)] 

(1)企业-企业主管领导 企业(公司)级安全教育由企业主管领导负责, 

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2)项目-项目负责人 项目(或工区,工程处,施工队)级安全教育由项目级 

负责人组织实施,专职或兼职安全员协助 

(3)班组-班组长 班组级安全教育由班组长组织实施 

 

3)经常性安全教育 [P219 页 3.3)] 

无论何种教育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安全教育同样如此, 

必须坚持不懈,经常不断地进行,这就是经常性安全教育 

经常性安全教育的形式有: 

① 每天的班前班后会上说明安全注意事项  

②安全活动日 

③安全生产会议                                        

④事故现场会 

⑤张贴安全生产招贴画,宣传标语及标志等 

 

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P220 页]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

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操作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离开特种作业岗位 6 个月以上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重新

进行实际操作考试,经确认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P220 页] 

 

 

 

七.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 [P221 页]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施工单位 

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 

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高大模/暗挖/深基坑 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

还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P221 页七.第 2 段] 链接[P47 页三.(3)和(4)]  

注:工程中涉及③深基坑②地下暗挖工程①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还应当组

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经经典典题题演演练练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的分部分项工程有( ) 

A.拆除工程           

B.地下暗挖工程 

C.高大模板工程    

D.起重吊装工程 

E.深基坑工程 

【答案】BCE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21 页八.上 2 行】 

【解析】涉及③深基坑②地下暗挖工程 

  ①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还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九.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P221 页]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设 

行政主管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 

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九.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P221 页] 

 

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经经典典题题演演练练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

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最多不超过( )日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

门登记。 

A.40       

B.30      

C.50     

D.60 



【答案】B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21 页九.下 2 行】 

【解析】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

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登记 

2. 安全检查的方式[P222 页] 

1)班组自检,交接检查 

 （区分 P180 页(二)(2)质量的“三检”制度） 

2)专业性检查 

3)各级管理人员的日常巡回检查 

4)季节性检查 

5)节假日前后的安全检查 

6)企业组织的定期安全检查 

7)不定期检查 

推荐记忆 “班组/定期/节/专/常”(2 节+定期+不定期) 

 

3. 安全检查的内容[P222 页] 

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查思想③查管理④查隐患②查整改⑤查伤亡事故处理等 

[推荐记忆:想整改/管隐患/查伤亡] 

安全检查的重点是检查“三违”和安全责任制的落实 

[“三违”:  

1)违章指挥 



2)违章作业 

3)违反劳动纪律] 

 

4.安全隐患的处理程序(按排序题储备) [P222 页] 

(1)4 定 对查出的安全隐患,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 

整改计划①定人②定措施③定经费④定完成日期 

(2)灯改插销 应按照“登记-整改-复查-销案”的程序 

处理安全隐患 

 

 

 

十二.“三同时”制度 [P222 页] 

1.《劳动法》中的“三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新建,改建,扩

建工程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安全生产法》 

中的“三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十二.“三同时”制度 [P222 页] 

 

[P222 页十二.下 1 段] 

安环“三同时”制度是指凡是我国境内 

①新建②改建③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 

(工程)技术改建项目(工程)和引进的建设项

目,其安全生产设施必须符合国家 

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 

①同时设计 ②同时施工 

③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十四.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P223 页]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修订后重新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工伤保险是属于法定的强制性保险 

而自 2019 年 4 月 23 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



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是否投保意外伤害险由建筑施工企业自主决定 

 

十四.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P223 页] 

而自 2019 年 4 月 23 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鼓励企业为

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3)预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P225 页二.2.(3)]  

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内容一般包括：  

①预警评价 

指标的确定 

一般可分为人的安全可靠性指标/生产过程的环境安全性指标/安全

管理有效性的指标/机(物)安全可靠性指标等 

② 预警准则的确定 预警准则指一套判别标准或原则,用来决定在不同预警级别情况下,

是否应当发出警报以及发出何种程度的警报。  

③预警方法的确定 包括指标预警,因素预警,综合预警,误警和漏警等方法 

④预警阈值的确定 预警阈值确定原则上既要防止误报又要避免漏报, 

若采用指标预警,一般可根据具体规程设定报警阈值, 

或者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报警阈值 

 

(4)预警评价★[P226 页(4)]  

预警评价包括确定评价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建立相应的预测系统, 

确定(预警级别)和(预警信号标准)等工作 

预测系统建立的目的是实现必要的未来预测和预警 



真真题题演演练练  

[2017]单选 5.预警信号一般采用国际通用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安全状况,Ⅲ级预警用(  ）  

A.红色   

B.橙色   

C.黄色   

D.蓝色 

【答案】C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26 页 2).上 2 行】 

【解析】Ⅲ级预警表示处于事故的上升阶段,用黄色表示记忆小故事:在清朝做官,连升Ⅲ级;

赏黄马褂 

1Z20502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交底 [P227 页] 

1)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一般要求[P228 页 2.1)] 

(1)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在工程开工前制定 



(2)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全面性 

(3)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针对性 

(4)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力求全面,具体,可靠 

(5)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包括应急预案 

(6)施工安全技术措施要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Z20502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交底 [P227 页] 

区分考点关键词: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与专项安全技术方案 

1.专项措施 [P228 页(2)下第 2-3 行] 

对于大中型工程项目,结构复杂的重点工程,除必须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施

工安全技术措施外,还应编制专项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2.专项方案 [P228 页(2)下第 5-6 行] 

对爆破,拆除,起重吊装,水下,基坑支护和降水,土方开挖,脚手架,模板等危险性

较大的作业★必须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技术方案★ 

 

1Z205023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交底 [P227 页] 

二.安全技术交底 [P229 页] 

1.安全技术交底主要内容如下：  

(1)工程项目和分部分项工程的概况 

(2)本施工项目的施工作业特点和危险点  

(3)针对危险点的具体预防措施 

(4)作业中应遵守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5)作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应采取的措施  

(6)发生事故后应及时采取的避难和急救措施  

 

二.安全技术交底 [P229 页] 

2.安全技术交底要求：  

(1)项目经理部必须实行逐级安全技术交底制度,纵向延伸到班组全体作业人员。  

(2)技术交底必须具体,明确,针对性强 

(3)技术交底的内容应针对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中给作业人员带来的潜在危险因素和存在问题 

(4)应优先采用新的安全技术措施 

 

二.安全技术交底 [P229 页] 

2.安全技术交底要求：  

(5)对于涉及“四新”项目或技术含量高,技术难度大的单项技术设计,必须经过两阶段技术交

底 

①初步设计技术交底 ②实施性施工图技术设计交底 

(6)应将工程概况,施工方法,施工程序,安全技术措施等向工长,班组长进行详细交底  

(7)定期向由两个以上作业队和多工种进行交叉施工的作业队伍进行书面交底 

(8)保持书面安全技术交底签字记录。 

 

1Z205024 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类型和内容 [P230 页] 

一.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的主要类 [P230 页] 

1.全面安全检查 



2.经常性安全检查 

3.专业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安全检查  

4.季节性安全检查 

5.节假日检查  

6.要害部门重点安全检查[例:常考 决不能“带病”作业]  

推荐记忆 全面/安全员;经常/节/季/要害 

 

1Z205025 安全隐患的处理★ [P232 页] 

一.建设工程安全的隐患(包括三个部分的不安全因素) 

1.人的 

不安全因素 

1)个人的不安全因素[例:酒醉闹事] 

2)人的不安全行为[例:未戴安全帽]  

2.物的 

不安全状态  

1)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内容  

2)物的不安全状态的类型  

3.组织管理上的不安全因素  (1)技术上的缺陷                 (2)教育上的缺陷 

(3)生理上的缺陷                 (4)心理上的缺陷  

(5)管理工作上的缺陷 

(6)学校教育和社会,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缺陷  

 

1.安全事故隐患治理原则(6 项原则)[P233 页二.1.] 

1)冗余安全度   

   治理原则  

为确保安全,在治理事故隐患时应考虑设置 

多道防线,即使发生有一两道防线无效,还有 

冗余的防线可以控制事故隐患 



例:道路上有一个坑,既要设①防护栏 

② 警示牌,又要设③照明④夜间警示红灯 

 

 

2)单项隐患 

综合治理原则 

[P234 第 1 个 2)]  

(1)人,机,料,法,环境五者任一环节产生安全事故隐患,都要从

五者安全匹配的角度考虑,调整匹配的方法,提高匹配的可靠

性 

(2)一件单项隐患问题的整改需综合(多角度)治理 

(3)人的隐患,既要治人也要治机具及生产环境等各环节 

例:某工地发生触电事故,一方面要进行人的安全用电操作教

育,同时现场也要设置漏电开关,对配电箱,用电线路进行防护

改造,也要严禁非专业电工乱接乱拉电线 

 

 

 



 

4)预防与减灾并重治理原则 [P234 第 1 个 4)]  

治理安全事故隐患时,需尽可能减少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安全控制事故的发生,也要

设法将事故等级减低;但是不论预防措施如何完善,都不能保证事故绝对不会发生,还必须对

事故减灾作好充分准备,研究应急技术操作规范。 

如:①应及时切断供料及切断能源的操作方法 

②应及时降压,降温,降速以及停止运行的方法 

③应及时排放毒物的方法 

④应及时疏散及抢救的方法[例:人工呼吸/心肺复苏] 

⑤应及时请求救援的方法等[例:拨打 120] 

还应定期组织训练和演习,使该生产环境中每名干部及工人 

都真正掌握这些减灾技术。  

 

 



5)重点治理原则[P234 页 5)]  按对隐患的分析评价结果实行危险点分级治理,也可以用安

全检查表打分,对隐患危险程度分级 

判别的关键词:分级+打分 

6)动态治理原则 

 [P234 页 6)]  

动态治理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动态随机安全化治理,生产过

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治理, 既可以及时消除隐患,又可以避免小

的隐患发展成大的隐患 

判别的关键词:及时治理+及时消除隐患★ 

经经典典题题演演练练  

某施工现场发生触电事故后,对现场人员进行了安全用电操作教育,并在现场设置了漏电开关,

还对配电箱,电路进行了防护改造;这体现了施工安全隐患处理的( )原则 

A.直接隐患与间接隐患并治 

B.单项隐患综合处理 

C.冗余安全处理 



D.预防与减灾并重处理 

【答案】B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34 第 1 个 2)】 

 

施工安全隐患处理的单项隐患综合处理原则指的是( ) 

A.人,机,料,法,环境任一环节的安全隐患,都要从五者匹配的角度考虑处理 

B.在处理安全隐患时应设置多道防线 

C.既对人机环境系统进行安全治理,又需治理安全管理措施 

D.既要减少肇发事故的可能性,又要对事故减灾做充分准备 

【答案】A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34 第 1 个 2)】 

1Z205030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P235 页] 

第三节含 3 个《考试大纲》考点 

《大纲》编号 《考试大纲》考点 

1Z20503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内容    [P235 页] 

1Z20503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    [P239 页] 

1Z205033 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 [P241 页] 

 

1Z20503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内容[P235 页] 

一.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 

生产规模小,危险因素少的生产经营单位,其 

(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可以合并编写 



 

一.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P235 页] 

1.综合 

应急预案 

是从总体上阐述事故的应急方针,政策,应急组织结构及相关应急职责,应急

行动,措施和保障等基本要求和程序,是应对各类事故的综合性文件 

2.专项 

应急预案 

是针对具体的(1)事故类别(如①基坑开挖②脚手架拆除等事故)(2)危险源

(3)应急保障而制定的计划或方案 

是综合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和附件★ 

应制定明确的救援程序和具体的应急救援措施 

3.现场 

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是针对具体的①装置②场所或 

③设施④岗位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现场处置方案应具体,简单,针对性强 

 

1Z20503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 [P239 页]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包括 

应急预案的①评审②备案③实施④奖惩[记忆:评备实奖] 

小故事:《三国演义》吴国太表面批评刘备,实则想把女儿奖给他 

 



真真题题演演练练  

[2017]单选 11.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包括应急预案的(  ) 

A.评审、备案、实施和奖惩 

B.制订、评审、备案和实施 

D.评审、备案、实施和落实 

C.制订、备案、实施和奖惩 

【答案】A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39 页最后 1 页】 

【解析】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包括应急预案的 

  ①评审②备案③实施④奖惩 

  [记忆:评备实奖] 

二.应急预案的备案[P240 页] 

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同时抄送上一级人

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2.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抄送同级人民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3.中央企业的,其总部(上市公司)的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备案,并抄送应急管理部;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 

应急管理部门 

 

 



三.应急预案的实施[P240 页] 

1.每年一次综

合或专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预防

重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2.每半年一次

现场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1Z205033 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P241 页] 

一.职业伤害事故的分类 

1.按照事故发生的原因分类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触电, 

坍塌,中毒,火灾 7 类 

推荐记忆 机电坍物坠+毒火=机电贪污罪+毒火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①机械伤害②触电, 

③ 坍塌④物体打击⑤高处坠落⑥中毒⑦火灾 7 类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①机械伤害②触电, 

④ 坍塌④物体打击⑤高处坠落⑥中毒⑦火灾 7 类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①机械伤害②触电, 

③坍塌④物体打击⑤高处坠落⑥中毒⑦火灾 7 类 

 

 

在建设工程领域中最常见的是①机械伤害②触电, 

③坍塌④物体打击⑤高处坠落⑥中毒⑦火灾 7 类 

 

 

 



2.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P241 页] 

我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 规定, 

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事故分为:[(1)轻伤(2)重伤(3)死亡事故 3 类] 

 

(1)轻伤事故 

是指造成职工肢体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轻度损伤,能引起劳动能力轻

度或暂时丧失的伤害的事故,一般每个受伤人员休息 1 个工作日以上(含 1

个工日)105 个工作日以下 

 

(2)重伤事故 

一般指受伤人员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能引起人体长

期存在功能障碍或劳动能力有重大损失的伤害,或者造成每个受伤人损失

105 工作日以上(含 105 个工作日)的失能伤害的事故 

 

2.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P241 页] 

我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 规定, 

按事故严重程度分类,事故分为:[(1)轻伤(2)重伤(3)死亡事故 3 类] 

(3)死亡事故 ①重大伤亡事故 指一次事故中死亡 1-2 人的事故 

②特大伤亡事故 一次事故死亡 3 人以上(含 3 人)的事故 

真真题题演演练练  

[2017]单选 6.某房屋建筑拆除工程施工中,发生倒塌事故,造成 12 人重伤,6 人死亡,根据我国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该事故属于( ) 

A.较大事故        

B.特大伤亡事故 

C.重大事故        

D.重大伤亡事故 



【答案】B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41 页一.2.(3)】 

【解析】特大伤亡事故指一次事故死亡 3 人以上(含 3 人)的事故 

3.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分类[P241 页] 

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 

[区分 P190 页 1.质量事故的规定] 

 

 

 



真真题题演演练练  

[2018]单选 68.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下列安全事故中,属于较大事故的

是(  ) 

A.10 人死亡,30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B.3 人死亡,48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C.4 人死亡,6000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D.2 人死亡,9 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答案】B 

【2020 一建《项目管理》P241 页一.3.(3)】 

【解析】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处理[P242 页] 

1.事故处理的原则(“四不放过”原则) 

1)原因未清 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2)人未处理 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  

3)未受教育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4)整改未落实 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序号 问题设置？ 质量事故 

[P192 页二.1.] 

安全事故 

[P242 页二.2.1)] 

1 事故发生后 

谁负责报告？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 

2 在什么时间报告？ 立即(“民报民”) 立即 

3  ★立即向谁报告？ 

（这里“谁” 

指一个特定的人） 

★工程建设单位负责人 

（特指:业主或 EPC 总承

包） 

 ★本单位负责人 

（特指：施工单位） 

4 单位负责人 

多长时间内上报？ 

1h 内(“民报官”) 1h 内 

 

序号 问题设置？ 质量事故 

[P192 页二.1.] 

安全事故 

[P242 页二.2.1)] 

 

 

5 

单位负责人 1h 内 

向什么部门报告？ 

[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 

简称：住建主管部门 

 

[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 

6 情况紧急时 现场有关人员可直接 

向县级“住建主管部门”

及有关部门报告 

现场有关人员可直接向 

县级“应急/安监 

两部门”报告 

 

序号 问题设置？ 安全事故 

7 通知哪些部门？ “应急/安监两部门”接到报告后 

   同时通知:[P242 页二.2.(2)] 

1.公安机关 

2.人民检察院 

3.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4.工会 

推荐记忆:“公检劳保会” 

  

序号 问题设置? 安全事故 

8 逐级上报 

[P243 页 

①②③] 

①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

报至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 

②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

关部门 



③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逐级上报,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P243 页 2)上 1 行]  

 

2)组织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P243 页 2)] 

1.特别重大事故 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 

2.重大事故 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3.较大事故 由事故发生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4.一般事故 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5.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 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 

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6)提交事故调查报告[P243 页 6)]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 

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3)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4)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5)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推荐记忆 概况经救亡直损;因质责认建改措 

 

7)事故的审理和结案[P244 页 742)] 

考点关键词 内容 

1)15 日内批复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

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批复 

2)30 日内批复 特别重大事故,30 日内作出批复 

3)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 30 日 

 

7)事故的审理和结案[P244 页 742)] 

考点关键词 内容 

1.行政处罚 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2.处分 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3.处理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按照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批复,对本单位负

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4.追究刑事责任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Z20504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P244 页] 

第四节含 3 个《考试大纲》考点 

《大纲》编号 《考试大纲》考点 



1Z205041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P244 页] 

1Z205042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P247 页] 

1Z205043 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P251 页] 

 

1Z205041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P244 页] 

应确立项目经理为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P245 二.1.1)] 

2)现场围挡,标牌[P245 二.2.2)]  

(1)施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设置进出口大门,制定门卫制度, 

严格执行外来人员进场登记制度。 

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围挡,市区主要路段和其他涉及市容景观路段的工地设置围挡的高度不

低于 2.5m, 

其他工地的围挡高度不低于 1.8m, 

围挡材料要求坚固, 稳定,统一,整洁,美观 

 

 

 

 

 

 

 

 

 



市区围挡 市区主要路段的施工现场围挡高度不应低于 2.5m 

一般围挡 一般路段围挡高度不应低于 1.8m[P246 页第 2 行] 

 

 

五牌 1.文明施工牌 2.工程概况牌 3.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 

4.安全生产牌 5.消防保卫牌   [记忆:明工管安防]★ 

一图 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P246 页第 1 个(2)] 

 

 

 

 



1Z205042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 [P247 页] 

1.对施工场界内的污染 对施工场界内的污染防治 

属于职业健康安全问题★ 

2.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防治 

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2)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P249 页 2.2)]  

(1)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作土方回填 

(2)施工现场搅拌站废水,现制水磨石的污水,电石(碳化钙)的污水必须经沉淀池沉淀合格后再

排放,最好将沉淀水用于工地洒水降尘或采取措施回收利用 

(3)现场存放油料,必须对库房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如采用防渗混凝土地面,铺油毡等措施;使用

时,要采取防止油料跑,冒,滴,漏的措施,以免污染水体  

(4)施工现场 100 人以上的临时食堂,污水排放时可设置简易有效的隔油池，期清理,防止污染 

(5)工地临时厕所,化粪池应采取防渗漏措施;中心城市施工现场的临时厕所可采用水冲式厕

所,并有防蝇灭蛆措施,防止污染水体和环境。  

(6)化学用品,外加剂等要妥善保管,库内存放,防止污染环境 

 

 

 

 

 

 



2)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P249 页 2.2)]  

(3)现场存放油料,必须对库房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如采用防渗混凝土地面,铺油毡等措施;使用

时,要采取防止油料跑,冒,滴,漏的措施,以免污染水体  

 

 

2)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P249 页 2.2)]  

(4)施工现场 100 人以上的临时食堂,污水排放时可设置简易有效的隔油池，定期清理,防止污

染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限值表[dB(A)]  表 1Z205042 

昼间 夜间 

70 55 

  

2)施工现场噪声的控制措施[P250 页 2)]  

(1)声源控制 ①声源上降低噪声,这是防止噪声污染的最根本的措施 

②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和加工工艺代替高噪声设备与加工工艺,如低噪声振

捣器,风机,电动空压机,电锯等 

③在声源处安装消声器消声,即在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燃气机,内燃机及各

类排气放空装置等进出风管的适当位置设置消声器  

  

(2)传播途径的控制[P250 页 2)(2)]  

①吸声 利用吸声材料(大多由多孔材料制成)或由吸声结构形成的共振结构(金属或

木质薄板钻孔制成的空腔体)吸收声能,降低噪声 

②隔声 应用隔声结构,阻碍噪声向空间传播,将接收者与噪声声源分隔;隔声结构包

括隔声室,隔声罩,隔声屏障,隔声墙等 

  

(2)传播途径的控制[P250 页 2)(2)]  

③消声 利用消声器阻止传播。 

允许气流通过的消声降噪是防治空气动力性噪声的主要装置;如对空气压缩

机,内燃机产生的噪声等 

④减振 对来自振动引起的噪声,通过降低机械振动减小噪声,如将阻尼材料涂在振



   降噪 动源上,或改变振动源与其他刚性结构的连接方式等。  

  

(4)严格控制人为噪声 [P250 页 2)(4)]  

②凡在人口稠密区进行强噪声作业时,须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一般晚 10 点到次日早 6 点之间

停止强噪声作业  

  

 

1Z205043 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 [P251 页] 

1.现场宿舍的管理[P252 页二.1.]  

(1)宿舍内应保证有必要的生活空间,室内净高不得小于 2.4m, 

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0.9m,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得超过 16 人 

(2)施工现场宿舍必须设置可开启式窗户,宿舍内的床铺不得超过 2 层,严禁使用通铺 

 



 

2.现场食堂的管理 [P252 页二.2.]  

(1)食堂必须有卫生许可证,炊事人员必须持身体健康证上岗 

(2)炊事人员上岗应穿戴洁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和口罩,并应保持个人卫生;不得穿工作服出食

堂,非炊事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制作间 

(10)食堂外应设置密闭式泔水桶,并应及时清运 

 

 

2.现场食堂的管理 [P252 页二.2.]  

(2)炊事人员上岗应穿戴洁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和口罩,并应保持个人卫生; 

不得穿工作服出食堂,非炊事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制作间★ 

 



 

3.现场厕所的管理 [P252 页二.3.]  

(1)施工现场应设置水冲式或移动式厕所,厕所地面应硬化, 

门窗应齐全;蹲位之间宜设置隔板,隔板高度不宜低于 0.9m 

(2)厕所大小应根据作业人员的数量设置;高层建筑施工超过 8 层以后,每隔 4 层宜设置临时厕

所 

 

 

4.其他临时设施道的管理 [P253 页 4.]  

(5)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或急性职业中毒时, 

必须在 2h 内向施工现场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和有关部门报告,并应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