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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框架

宪 法

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职业病防治法 标准化法 国际公约

国务院职业卫生行政法规 强制性职业卫生标准

发 生 章 行 生标准部门颁发职业卫生规章 行业职业卫生标准

地方职业卫生法规 地方职业卫生标准地方职业卫生法规 地方职业卫生标准

企业职业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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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
法律

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352352号）号）

 尘肺病防治条例（国发尘肺病防治条例（国发105105号文）号文）

法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国务院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国务院令449449号）号）

 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国务院令619619号号 ））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4747号）号）

行政法规

职业

病防

职业

病防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总局令4747号）号）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总局令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总局令4848号）号）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4949号）号）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5050号）号）

部门规章

病防

治法

规与

病防

治法

规与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5050号）号）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总局令5151号）号）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国卫疾控发〔〔20152015〕〕9292号）号）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2013〕〕4848号）号）

标准

政策和规范

规与

标准

体系

规与

标准

体系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20132013〕〕4848号）号）

 《《高毒物品目录高毒物品目录》》（卫法监发（卫法监发[2003] 142[2003] 142号号））…………

家 业 生标准（家 业 生标准（ 余 ）余 ）

克服障碍
性文件

体系体系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国家职业卫生标准（400400余项）余项）

 防尘防毒行业标准（防尘防毒行业标准（113113项）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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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共7章90条）

2001年10月27日通过 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2001年10月27日通过，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

2011年12月31日修改通过2011年12月31日修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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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分工

防 治 保防 治 保

国家卫生安全监管 劳动保障国家卫生
计生部门

安全监管
部门

劳动保障
部门

九部委的国家 业病防治 作联席会议机制九部委的国家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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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章九十条

第一章 总则（13条）

第二章 前期预防（7条）第 章 预 条

第三章 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23条）

第四章 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19条）

第五章 监督检查（7条）

第六章 法律责任（17条）

第七章 附则（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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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1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加强对职业1.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

病防治的管理，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本 责

2.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3.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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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4.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制度

（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

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提交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报告。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 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

卫生要求的，方可施工。

•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 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具体要求见具体要求见《《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5151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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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5.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职业卫生要求：

(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二)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应的设施；

(三)生产布局合理，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则；(三)生产布局合理，符合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的原则；

(四)有配套的更衣间、洗浴间、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

(五)设备 工具 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 心理健康的要求；(五)设备、工具、用具等设施符合保护劳动者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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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6.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

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见《职职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见《职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4848号）号））。此外，用人单

位发生 病危害事故 发 病病人或疑似 病病人 应当 时向位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现职业病病人或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及时向

所在地安监部门和卫生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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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7.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一)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单

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国家安全监管总局47号令规定：职业病危害严重或劳动者超过100人存在职

业病危害用人单位，应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二)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二)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三)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

(五)建立、健全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

(六)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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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8.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

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9.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

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 应当在其醒目位置 设置警示标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

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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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8.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与定期检测
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

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

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

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47号）规定：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危害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危害

严重的用人单位，每三年至少开展一次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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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9.职业卫生培训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 病危害的 项义务

9.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职业责

卫生培训；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

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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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病防治法

规定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危害的10项义务

10.职业健康检查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

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

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并建立职

业健康监护档案业健康监护档案。

具体要求见具体要求见《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安全监管 令安全监管 令 健康监护技 规健康监护技 规（安全监管总局令（安全监管总局令4949号）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号）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GBZ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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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法律责任

——第70-78条规定，安全监管部门可根据用人单
位违法行为分别采取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责令停
止作业 提请停止建设与关闭等处罚措施止作业、提请停止建设与关闭等处罚措施。

——存在未申报、未告知职业病危害、未组织职业健
康检查 未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未报告职业病病例 隐瞒康检查、未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未报告职业病病例、隐瞒
职业卫生情况等情形的用人单位，安全监管部门可直接罚款
5-50万元5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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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日本在中国企业的建议二、对日本在中国企业的建议

（一）加强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标准的学习与落实；

部分重要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GBZ2.2）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 ）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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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二）加强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案例：案例：

 2009-2011年美国某知名公司在中国的一家代工厂密闭洁净车间发生正己烷中毒

事件，先后有137人被诊断为正己烷中毒。

 该车间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间，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 该车间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间，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等清洗剂进行擦拭显

示屏作业，使用量约为1吨/月，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通风和防护设施，导致直接

或间接接触正己烷的员工不同程度受到正己烷的伤害。

鞋和箱包用胶粘剂（GB19340）和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
家 涂 胶 剂 氯质限值（GB18581）对家具涂料、胶粘剂苯、甲苯、二甲苯、乙苯、二氯乙烷、正己

烷、TDI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有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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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对供应链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

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 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五)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没有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没有职业

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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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外包 与劳务派遣 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三）加强对外包工与劳务派遣工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职业病防治法》对劳务派遣用工单位的规定:

第八十八条 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用人第八十八条 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用人

单位的义务。单位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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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方面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企业安全健康发展

先进技术

先进工艺、设备、无毒低毒材料

高效的防护设施

以人为本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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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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