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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特种作业——法律篇 

一、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有哪些法律法规要求？ 

1.《安全生产法》（2021 年最新修订）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

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2.《矿山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的特种作业人员必

须接受专门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方可上岗作业。” 

3.《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六条第五款，把“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作为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必备条件之一。 

4.《安全生产法》（2021 年最新修订）第九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第（七）项规定“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二、什么是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特种作业，是指容易

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

业。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 

三、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当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1.年满 18 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2.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

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和生理缺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

理部公告》（2018 年第 12 号），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申请人不再提交体检证

明，改为个人健康书面承诺）； 

3.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危险化学品、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具备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 

4.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 

5.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特种作业范围有哪些？ 

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附件《特种作业范围》和

《关于做好特种作业（电工）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人事〔2018〕18

号），包括 11 个类别 54 个操作项目（工种）。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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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特种作业——培训篇 

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有哪些基本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接

受与其所从事的特种作业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 

“已经取得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从事与其所学专业相应的

特种作业，持学历证明经考核发证机关同意，可以免予相关专业的培训”。 

二、特种作业人员依据什么内容培训？ 

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试行）》（安监总培训〔2011〕

112 号）、《关于做好特种作业（电工）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人事〔2018〕

18 号）等有关要求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 

三、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对学时有什么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试行）》（安监总培训〔2011〕112

号）、《关于做好特种作业（电工）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人事〔2018〕

18 号）等对各操作项目（工种）的培训学时有明确规定，操作项目不同，其相应的学时

要求也不同。例如：高压电工作业，初训为 154 学时，其中安全知识 82 学时、实际操

作 72 学时；登高架设作业，初训为 100 学时，其中安全知识 40 学时、实际操作 60 学

时。复审一般要求不低于 8 学时（煤矿不少于 24 学时）。 

四、特种作业操作证多久复审一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 6 年，

每 3 年复审一次（不含煤矿），每 6 年换发一次证书。 

五、特种作业操作证什么情况下可以延长复审时间？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在

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内，连续从事本工种 10 年以上，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的，经原考核发证机关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同意，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时

间可以延长至每 6 年 1 次”。 

六、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有哪些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特种作业操作证需

要复审的，应当在期满前 60 日內，由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用人单位向原考核发证机关

或者从业所在地考核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

部公告》（2018 年第 12 号），申请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申请人不再提交体检证明，

改为个人健康书面承诺）； 

(二)从事特种作业的情况； 

(三)安全培训考试合格记录。 

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期换证的，应当按照前款的规定申请延期复审。 

七、特种作业人员可以领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吗？ 

根据《应急管理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高危

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应急〔2019〕107 号），《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苏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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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 号）和省应急厅、人社厅、财政厅、教育厅和江苏煤监局联合印发的《关

于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苏应急〔2019〕117 号），对于

参加培训后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的人员，将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根据国办发〔2019〕24 号，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参

加培训后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等安全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咨询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了解详细情况。 

 

安监特种作业——考核篇 

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包括哪些项目？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考试分为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合格后，方可进

行实际操作考试。” 

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采取什么方式？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安全生产知识考

试在考试点进行，实行计算机考试。” 

“实际操作考试应当在具备实际操作考试条件的考试点，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或者仿

真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 

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多少分合格?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试的考试时间均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80 分以上为合格。 

四、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是否允许补考？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考试不合格的，允许补

考 1 次。考试合格成绩有效期为 12 个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补考仍不及格的，重新参加相应的安全技术培训。” 

五、特种作业考试过程有什么要求？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考试点应当对考试过

程进行全程录像，录像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六、特种作业考试违纪如何处理？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考生有违反考试纪

律行为的，考试机构根据有关规定，视其情节、后果，分别给予口头警告、责令离开考

场并取消本场考试成绩、一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的处理。” 

七、什么情况下考核发证机关应当撤销特种作业操作证?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考核发证机关应当撤销特种作业操作证： 

（一）超过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未延期复审的； 

（二）特种作业人员的身体条件已不适合继续从事特种作业的； 

（三）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 

（四）特种作业操作证记载虚假信息的； 

（五）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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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人员违反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特种作业操作

证。 

八、伪造、变造、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安监特种作业——证书篇 

一、新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式样？ 

 

 

二、证书有几种形式？ 

新版证书分为：PVC 卡实体证书、电子证书和纸质打印版证书。PVC 卡实体证书根

据申请人现实需要发放，电子证书是实体证书的线上形态，与实体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http://ajj.jiangsu.gov.cn/picture/0/f83037a441d14ba69c20c88ecd05334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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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证书给持证人、用人企业和监督检查带来什么新的体验? 

根据不同类别人员、不同业务场景的多元化用证需求和习惯，大力推进安全合格证

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线上线下融合管理。持证人可根据习惯，在不同的证书使用场景下，

自由选择使用实体证书或电子证书，忘带实体证书时，手机里的电子证书或者纸质打印

证书也能同样使用。用人单位招录新员工和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到企业检查，关注官方微

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后，拿出手机扫一扫，就可辨明证书真伪，极大提高工

作效率。 

四、取得新版证书的个人如何获取电子证书或纸质证书？ 

方法一：使用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按要求注册并进行

实人认证后，在“我的证书”功能下载打印电子证书。 

1.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 

 

2.按步骤完成注册，获取电子证书。 

 

http://ajj.jiangsu.gov.cn/picture/0/48cc0b081ebc4fca84636b10f0f18009.jpg
http://ajj.jiangsu.gov.cn/picture/0/87ea3b3cd35f4e58be03615c73c940d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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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登陆应急管理部政府网站（http://www.mem.gov.cn），从“服务”中的

“查询服务”进入“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

使用注册并实人认证的手机号登陆系统，下载打印电子证书。  

 

五、如何查验证书真伪？ 

（一）对于旧版证书。必须使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查验证书真伪。 

直 接 输 入 网 址 “ http://cx.mem.gov.cn/ ” ， 或 登 陆 应 急 管 理 部 政 府 网 站

（http://www.mem.gov.cn/），从“服务”中的“查询服务”进入“特种作业操作证

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查询证书信息。 

（二）对于新版证书。可使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

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验证书真伪。 

1.使用“特种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查验新版

证书步骤同查验旧版证书步骤。 

2.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验新版证书时，必须关注公众号（国家

安全生产考试），使用公众号中“扫码查询”扫描证书二维码获取证书信息。凡是直接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证书二维码即可获取证书信息的情况，均为假冒证书。 

六、如何判断证书查询平台和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真伪？ 

（一）证书查询平台。网址是判断证书查询平台真伪的唯一标准，全国统一的应急

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官方查询平台网址

是“http://cx.mem.gov.cn/”。 

证书查询平台是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唯一合

法有效查询平台，对于发现的仿冒证书查询平台及售卖假冒证书线索，请您拨打“12350”

进行举报。 

http://ajj.jiangsu.gov.cn/picture/0/96643292277a4a878a9b547cec1901d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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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账号主体是“应急管理部培训中心（煤

炭工业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并对公众号进行了微信认证。 

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获取电子证书时，必须关注公众号（国家安

全生产考试），通过“我的证书”进行用户注册和实人认证后，才可获取电子证书。凡

是在公众号中没有进行用户注册和实人认证即可获取电子证书的，该公众号均为假冒微

信公众号。 

七、为什么在证书查询平台上查不到我的证书信息？ 

（一）请确认本人所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 

（二）部分地区核发的证书信息需 3 个工作日后方可查询，请耐心等待。 

（三）若您的证书一直无法查询到信息，可联系证书签发机关上报证书信息。 

八、在证书查询平台上查到的证书信息有误怎么办？ 

证书查询平台的数据均由各地证书签发机关上报，您可联系证书签发机关对证书信

息进行核对处理。 

九、实体证书丢失怎么办？ 

旧版实体证书损毁或遗失的，持证人可向原考核发证机关咨询补办事宜。 

新版实体证书损毁或遗失的，不必向证书签发机关申请补办，持证人可以直接使用

电子证书或打印的纸质证书作为凭证。 

十、新旧版证书如何有效衔接？ 

一是新版证书自《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更新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特种作业操作证式样的通知》（应急厅〔2019〕53 号）印发之日起启用，旧版安全合

格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即日起停止核发。 

二是《通知》印发后新核发的证书，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子证书。由于旧版证书缺

乏电子照片等信息，信息系统无法对旧版证书自动生成电子证书。 

三是已核发的旧版证书在有效期内继续使用，待复审到期后，统一核发新版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