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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系列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2021 年 4 月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下发《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年度昆明市地方标准

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同意由昆明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云南省特

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起草制定《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系列地方

标准。

（二）起草单位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

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制院。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罗超 男 高级讲师 云南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项目负责人
主导标准制定

晏乔柱 男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 参与标准制定

朱波 男 处长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处审核标准编制

郭文光 男 副处长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处参与标准编制

陆健 男 正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 审核标准编制

关云寿 男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 组织协调参与

庞承强 男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制院 组织协调参与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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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

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

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种设备的使用在工业

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与生产生活相

贴近。在使用特种设备的过程中，由于设备本身缺陷、人为不安全

因素、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等原因导致的特种设备事故时

有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的发生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形成

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另一个方面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2

月，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达 1648.41万台。其中：锅炉 35.59万台、

压力容器 439.63万台、电梯 786.55万台、起重机械 253.84万台、

客运索道 1103条、大型游乐设施 2.48万台（套）、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 130.21万台。另有：气瓶 1.79亿只、压力管道 101.26

万公里。

2018 年，全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和相关事故 219 起，死亡

224人，受伤 68人。其中，发生在使用环节 174起，占 79.45%；

维修检修环节 25起，占 11.42%；安装拆卸环节 16起，占 7.31%；

充装运输环节 3起，占 1.37%；制造环节 1起，占 0.46%。

2019 年，全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和相关事故 130 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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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人，受伤 49人，其中，发生在使用环节 109起，占 83.85%；

维修检修环节 16起，占 12.31%；安装拆卸环节 3起，占 2.31%；

充装运输环节 1起，占 0.77%；制造环节 1起，占 0.77%。2019年

特种设备事故环节分布占比情况见图 1。

2020 年度，全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和相关事故 107 起，死

亡 106人。其中，发生在使用环节 91起，占 85.05%；维修、检修

环节 8 起，占 7.48%；安装拆卸环节 6起，占 5.61%；充装环节 1

起，占 0.93%；制造环节 1起，占 0.93%。2020年特种设备事故环

节分布占比情况见图 2。

图 1 2019年特种设备事故环节分布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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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年特种设备事故环节分布占比情况

从云南省来看，据官方统计数据：截止 2021年 7月 31日，云

南省特种设备总量达 27.5万台（套），其中锅炉 6641台，压力容

器 73542台，电梯 139417部，起重机械 38831台，厂（场）内机

动车辆 16103辆，大型游乐设施 667台，客运索道 34条。另有气

瓶 279万只，压力管道 8038.45千米。

2019 年，云南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 6 起，其中，使用操作

环节 5起，占 80%，生产环节 1起，占 20%。

2020 年度，云南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 5 起。其中，使用操

作环节 4起，占 75%，检修环节 1起，占 25%。

从昆明市来看，截止 2021年 7月，昆明地区特种设备总量达

88213台（套）（不含气瓶和管道），约占全省特种设备总量的 50%。

从上述的特种设备相关统计数据可看出，特种设备的数量正在

逐年增加，且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其中，发生在使用环节的特种设

备事故占比连续三年高居 75%~85%，这说明特种设备的使用安全

管理形势不容乐观，形势严峻。

表 1至表 3为近三年全国特种设备事故原因分析数据。从表中

数据分析可看出：使用、管理不当是特种设备事故引发的主要原因，

这客观反映了使用单位在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安全意识淡薄、使用

管理不规范、整体安全管理水平不高及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不

到位的事实。据相关特种设备事故结案材料显示，特种设备事故发

生的原因主要为：（1）使用、管理不当发生事故，约占 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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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违章作业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作业人员违章

操作、操作不当甚至无证作业，维护缺失，管理不善等；（2）设

备制造、维修检修、安装拆卸以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质量安全缺陷

导致事故，约占 24.62%；（3）其他次生原因导致的事故，约占 1.54%。

表 1 2018年度全国特种设备事故原因分析

设备种类事故 事故原因

锅炉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3起，无证操作 1起，使用非法设备

1起，设备缺陷和安全附件失效 1起，其它次生原因 2起。

压力容器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4起，设备缺陷和安全附件失效 2起，

其它次生原因 3起。

气瓶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3起，设备缺陷和安全附件失效 1起，

非法经营 1起，其它次生原因 1起。

压力管道事故 设备缺陷和安全附件失效 1起。

电梯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21起，设备缺陷和安全部件失效或保

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3起，应急救援（自救）不当 3起，安全管

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4起。

起重机械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8起，设备缺陷和安全部件失效或保

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2起，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2起，其

它次生原因 9起。

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23起，设备缺陷 1起，其他次生原因

6起。

大型游乐设施事故
违章操作或操作不当 2起，无证操作 1起，其它次生原因

2起。

表 2 2019年度全国特种设备事故原因分析

设备种类事故 事故原因

锅炉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起，无证操作 3起，设备缺陷和安

全附件失效 1起，其他次生原因 3起。

压力容器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起。

气瓶事故 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1起，其他次生原因 1起。

压力管道事故 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1起。

电梯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9起，无证操作 1起，设备缺陷和安

全部件失效或保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4起，应急救援（自救）不

当 2起，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8起。

起重机械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4起，无证操作 1起，设备缺陷和安

全部件失效或保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3起。

场（厂）内专用机动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24起，无证操作 1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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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事故

大型游乐设施事故 违章操作或操作不当 3起，无证操作 2起。

表 3 2020年度全国特种设备事故原因分析

设备种类事故 事故原因

锅炉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附件失效 2起，

其他次生原因 1起。

压力容器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3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附件失效 2起。

气瓶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2起。

压力管道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附件失效 2起。

电梯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5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部件失效或保

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6起，应急救援（自救）不当 1起，安全管

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1起。

起重机械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14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部件失效或保

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1起。

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事故
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 5起，无证操作 14起。

客运索道事故 设备缺陷或安全部件失效或保护装置失灵等原因 1起。

大型游乐设施事故
救援不当 1起，设备缺陷或安全部件失效或保护装置失灵

等原因 2起。

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使用单位，特别是使用特种设备数量较少的单位，从未

建立过规范化、系统化的安全管理体系，也从未开展过风险辨识、

风险评价、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2）有的使用单位

虽然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但不够规范、不够系统、不够完善。（3）

部分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经验主义”严重，安全管理缺

乏针对性，存在风险辨识不全、隐患认识不清、管不好的问题。（5）

部分使用单位安全意识淡薄，对员工培训教育不够，员工辨识风险、

评估风险、管控风险及实施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不足等。

为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2016年 1

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安全生产

工作指出：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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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

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2016年 4月和 10月，国务院安委办分别印发了《标

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和《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

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2016年 12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21年 9

月，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也明确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应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同时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的意

见》（国市监特设〔2020〕19号）。2021年，云南省安全生产委

员会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的指导意见》（云安〔2021〕3号）。2021年 10月，云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从上述文

件通和有关法律规范可看出：在生产经营相关单位建立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是国家及各级行政管理部

门的强制要求。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以下简称“双重预防体系”）是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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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建立的、以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管理制度构成的安全预防

管控体系。其本质是在安全生产相关单位建立两道安全屏障，一是

风险分级管控，二是隐患排查治理。事故的发生只有在两道安全管

理屏障失效、缺失或存在缺陷时才会发生，这从本质上降低或消除

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从以上的统计、调查及分析可看出：（1）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复杂而严峻；（2）建立双重预防机制是法律规范和各级行政管理

部门的基本要求；（3）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贯彻、落实双重预防机

制是规范企业自身安全管理，落实自身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实现企

业本质安全的必然需求。鉴于上述原因，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

双重预防体系的研制，制定双重预防体系相关规范和标准是十分必

要的。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相关标准的研制旨在引导使用单位系

统化、规范化建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双重预防体系，科学合理的

排查风险、辨识危险源、评价风险、分级管控风险，针对不同风险

等级制定行之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使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管控更加有效，更加精准，更具可操作性。同时实施隐患排查、隐

患治理，从而达到消除或减少隐患的目的。风险分级管控标准的研

制是对《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1部分：基本要求》地方标准

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是《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1部分：基

本要求》在风险排查、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管控方面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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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操作。同时，隐患排查治理标准的研制也是《特种设备双重预

防体系 第 1部分：基本要求》在隐患排查、隐患治理方面的具体

化操作，是在风险分级管控的基础上实施隐患排查、隐患治理，目

的是发现风险分级管控中存在的缺陷、漏洞或遗漏情况，排查出隐

患并实施治理，以达到减少或消除隐患的目的。

当前，国家层面仍没有双重预防体系相关标准在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的应用研制，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标准，仅发布了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在国内其它省份，仅有几个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如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福建等）率先开展了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研制，发布、实施了相关标准。2021 年

10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文件通知（云市监办发【2021】

37 号），引入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发布的双重预防体

系相关标准，要求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双重预防机制，但未以

地方标准形式发布。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地处我国西南边

陲，经济相对落后，有其显著的地理人文特点，特种设备的使用呈

现一定的地理环境特殊性，在昆明市直接贯彻、落实云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要求的双重预防机制相关标准，和昆明的实际情况仍存在

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为此，开展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双重预防体系地方标准的研制，制定符合昆明市特种设备使用实际

情况的双重预防体系地方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本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范、标准及文件通知要求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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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单位建立双重预防体系的相关工作进行了规范。该系列标准

的制定、发布和实施，将引导使用单位规范化、系统化建立特种设

备使用过程中的双重预防体系、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这将进一步规范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行为，使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

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有序、更加精准、更加完备、更具针对性。同

时，双重预防体系系列标准的引入，将进一步充实、完善使用单位

原有的安全管理体系，使原有安全管理体系更加系统、更加有效。

此外，标准的制定、发布和实施，也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实施使用单位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提供技术规范支撑，以实现更加

精准的安全监管，进一步提升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三、主要起草过程

2020年 10月~2021年 6月，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以

下简称“云特协”）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收集整理了大量法律法

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调研了全国、云南省和昆明市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安全状况，起草、编制了双重预防体系相关标准，形成工

作组讨论稿。

2021 年 7 月，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两次内审会议。邀请监督管

理部门、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省标准化院等专家对工作组讨

论稿进行了内审。之后，根据内审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8月至 9月，标准起草小组向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制院等 90余家单位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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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标准起草小组对 37家单位回复的 150条意见，

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送审讨论稿。

2021年 11月，标准起草小组针对送审讨论稿召开了两次内审

会议。会后，根据内审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中期

审查送审稿。

2021 年 11月 17 日，中期审查会召开。会后，标准起草小组

根据中期审查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

了终期审查送审讨论稿。

2021年 12月，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一次内审会议，对终期审

查送审讨论稿进行内审。会后，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内审专家所提意

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终期审查送审稿。

2022年 1月 21日，终期审查会召开。会后，标准起草小组根

据终期审查会专家所提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

2022 年 1 月至 2 月，标准起草小组邀请多位专家对标准报批

稿进行了审核，形成了最终的报批稿。

2022 年 3 月 4 日，由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30天。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1、合规性。本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范制定而成，承接了

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要求，与相关法律规范协调一致，无冲突，

是相关法律规范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细化、具体、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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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相关法律规范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适用性。本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范和昆明市特种设备

使用安全现状及特点编制而成，完全适用于昆明市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建立、运行及持续改进双重预防体系的相关工作，适用性较强。

3、可操作。本标准依据现行国家法律规范编制，充分考虑了

标准实施后使用该标准的相关方的需求及标准的可行性和易用性，

标准条款内容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层次明晰，可操作性较强。另

外，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检验机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及大量使用单位意见，可行性较强。

4、规范性。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

本格式规范。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起草的主要依据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21年第八十八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2013年第四号）

（3）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4） 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国务院安委办

〔2016〕3号）

（5） 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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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国务院安委办〔2016〕11号）

（6） 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国家质检总局〔2014

年〕第 114号）

（7）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的意见（国市监特设

〔2020〕19号）

（8） 《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 2016年第 179号）

（9）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 2013年第 154号）

（10）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指导意见（云安〔2021〕

3号）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实施细则的通

知（云市监办发〔2021〕37号）

（12）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工作指南（试行）（云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1年 10月）

（13） 云南省电梯安全管理规定

（14） 昆明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15） 昆明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16） TSG 03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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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18）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19） TSG 11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20）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1）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22） TSG 24 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3）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24） TSG D7003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长输（油气）管道

（25） TSG D7004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公用管道

（26） TSG D7005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管道

（27） TSG D7006 压力管道监督检验规则

（28） TSG N0001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

（29） TSG Q0002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桥式起重机

（30） TSG Q7015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31） TSG Q7016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

（32） TSG R7001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规则

（33） TSG R7004 压力容器监督检验规则

（34）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5） TSG T5002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36） TSG T7001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

强制驱动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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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TSG T7005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

梯和自动人行道

（38） TSG S7001 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39） TSG ZF003 爆破片装置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40）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

（41）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42） GB 12352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43） GB 16899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装安全规范

（44）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45）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46） GB/T 19002 质量管理体系 GB/T 19001-2016 应用指

南

（47）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48） GB/T 24353 风险管理 原则与实施指南

（49）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50）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51） GB/T 33942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52） GB/T 34371 游乐设施风险评价 总则

（53） GB/T 39043 游乐设施风险评价 危险源

（54） GB 5144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55） 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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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B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部分：乘客

电梯和载货电梯

（57）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58） T/CPASE GT 008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59） T/CPASE GT 011 特种设备风险管控导则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三项标准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相衔接，

与国家、行业相关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关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1部分：基本要求》

主要条款的说明

该标准对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总体要求、管理机构、体系

策划、体系建立及运行、评价与改进等做出了规定，适用于指导和

规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双重预防体系。

（二）关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2部分：风险分级管

控通则》主要条款的说明

该标准对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风险点（源）排

查及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管控及公告等做出了规定，适用于规

范和指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三）关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3部分：隐患排查治

理通则》主要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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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基本要求，隐患排查和

治理，记录与档案进做出了规定，适用于规范和指导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四）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情况

双重预防体系三个标准是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

预防机制的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的意见》、云南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关于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的指导意见》等要求而制定，是双重预防机制在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的落实和细化，没有需要试验验证的技术指标、参数。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征求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力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云南

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云南电力特种设备检验中心、昆明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公交车载气瓶检测有限公司、云南中石化燃气有限

公司昆明分公司等 90 余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意见，共有 37 余家

单位给予了回复，共征集意见 104条，经过梳理，采纳 52条，未

采纳 5条，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在 37家单位提出的 104条意见

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1部分：基本要求》《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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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2部分：风险分级管控通则》《特种设备双

重预防体系 第 3部分：隐患排查治理通则》作为昆明市推荐性地

方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批准发布后，为保证标准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给出以下建

议：

（1）建议昆明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加大

标准的宣贯力度，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标准

的宣贯和培训。

（2）建议昆明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将标准纳入特种

设备监督管理文件体系，督促使用单位按特种设备双重体系相关标

准建立、运行及持续改进双重预防体系，提升本单位的特种设备使

用安全管理水平，降低风险，消除隐患，确保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

（3）建议昆明市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

加大新闻媒体对双重预防体系建立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公

众对双重预防体系的认知度和重要性认识。

九、预期效益分析

该系列标准的制定、发布和实施，将引导使用单位规范化、系

统化建立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双重预防体系，实施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这将进一步规范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行为，

使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有序、更加精准、更加

完备、更具针对性。同时，双重预防体系系列标准的引入，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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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充实、完善使用单位原有的安全管理体系，使原有安全管理体系

更加系统、更加科学合理有效。此外，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也为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施使用单位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提供

技术规范支撑，以实现更加精准的安全监管，进一步提升行业的安

全管理水平。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系列标准

标准起草小组

2022年 5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