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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 
装备报备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推动安全生产科

技创新的若干意见》（安监总科技〔2016〕100 号）精神，强化

安全生产应急科技支撑，提高应急救援技术装备水平,现就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报备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工作目标。 

建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报备机制，及时

掌握了解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装备研发生产信息，

推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域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提升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科技支撑保障能力。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应急需求导向。紧密结合生产事故灾难应急处置需

要，以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为导向，报备各项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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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技术装备创新。企业及科研院所要发挥科技创新主

体作用，针对困扰应急救援实施的技术装备难点和薄弱环节，

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3.坚持产学研用结合。强化技术储备水平，从科技攻关、

成果推广转化、技术人才培养和应急救援事故应用等全链条开

展安全生产应急科技创新工作，推进形成产、学、研、用相结

合的科研机制。 

二、报备主体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在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领域开展技术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工作

的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社会团体。 

三、报备内容 

（一）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应用

中具有创新性的、能够有效提高事故救援能力和效率的先进适

用技术。 

（二）应急救援先进适用装备。在安全生产应急处置中发

挥关键作用的救援装备，包含但不限于运输吊装、侦测搜寻、

灭火、排水、钻探、破拆、支护、通信、检测检验、指挥调度、

预测预警、仿真模拟、培训演练、个体防护等装备与系统。 

四、报备条件 

报备的技术和装备须与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密切相关，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对事故应急救援、科学施救有一定应用效果，

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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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市级（含）以上级别科技计划项目中研制开发或

获得地市级（含）以上级别科技奖励的； 

（二）通过地市级（含）以上科技管理部门或安全监管监

察部门组织的技术验收、鉴定、评价或列入地市级（含）以上

相关部门推广目录的； 

（三）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登

记的； 

（四）经地市级（含）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或国家级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推荐，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实践中取

得良好应用效果的应急救援新技术新装备或能够解决目前应急

救援技术装备难题的技术革新及发明创造。 

符合上述条件的装备，国家规定须取得安全认证（包括但

不限于 CCC 认证、特种设备管理认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和特种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证书等）的，应具有在有效期内的认

证证书。 

五、报备方式和流程 

建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科技装备管理系统”，采取网上

直报的方式进行报备。 

（一）注册。报备单位登录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

心网站（http://www.emc.gov.cn），进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科技装备管理系统”，进行单位注册。 

（二）填报。报备单位选择“先进适用技术”或“先进适

用装备”进行报备，在线填写相关材料，保存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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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审。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以下简称

“应急指挥中心”）组织有关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佐证

材料的真实性、技术装备的实用性等方面进行初审。 

（四）备案。通过初审的技术装备将纳入“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科技装备管理系统”数据库备案。 

六、成果应用 

（一）推广发布。应急指挥中心定期对已备案的先进技术

装备进行整理归纳，组织专家进行先进性适用性评审，评审结

果在应急指挥中心网站发布或以其他方式公布，并择优列入安

全监管总局《推广先进安全技术装备目录》进行推广。 

（二）政策支持。对于应急救援亟需的关键技术装备，应

急指挥中心将在申报国家有关科技项目时予以支持，并择优推

荐列入《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三）救援应用。在重特大、复杂事故救援工作中，应急

指挥中心将优先调集已备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的装备进行实战应

用，检验装备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在救援中产生的费用将按照

相关政策规定予以补偿。 

（四）装备配备。对经过实战检验，确系应急救援队伍急

需，能够提高应急救援效率，增强应急救援能力的装备，应急

指挥中心将在制定应急救援队伍装备配备标准时予以优先考

虑，在开展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储备和国家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队伍项目建设工作中予以支持。 

七、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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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各国家级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队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持续发掘先进适用技术装备，

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报备。 

（二）应急指挥中心为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国家级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开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科技管理系统”账

号，各单位可以登录系统浏览相关技术装备信息，对有关技术

装备提出意见、建议和应用心得体会。 

（三）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先进技术装备有关基本情况，

并对提交的相关文件、证书、证明等材料真实有效性负责。 

 

附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技术装备报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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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报备表 
一、基本情况 

（报备单位声明须签字盖章后上传相应的电子文档） 

报备种类 先进技术□      先进装备□ 

名称    
规 格 型

号 
 

适用行业/

领域 

煤矿□   金属非金属煤矿山□   石油天然气开采储运□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火灾□    交通□   建筑施工□  其它□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信箱  

申报材料

可否公布 
可□     否□ 

报备单位

声明 

本单位如实提供申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先进适用技术报备规定的相关资料，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 

 

 

负责人/法人（签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二、主要内容 

先进适用技术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水平（不超过 1500字） 

1．技术简介：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取得的主要成果等。 

2．成熟度：技术的可靠性、稳定性、兼容性、可扩展性，自身纠错能力等（每个要点需填写

证明目录中对应证明材料的序号）。 

3．创新性：创新点（每个创新点需提供证明材料）、创新方式（自主、集成、组合）、创新程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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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化前景及对安全生产的贡献（不超过 1500字） 

1．产业化前景：适用范围（地区、行业、流程或工艺等）、技术转化能力或实际应用的阶段（规

模生产、示范应用、具备生产条件或实验室试验，需提供应用证明作为证明材料）。 

2．本质安全贡献：陈述或列举实验数据，说明对生产流程中人、物、设备、工艺等危害因素

的控制遏制程度（消除、减缓、防护或隔离，需填写证明目录中对应证明材料的序号）。 

3．应急救援贡献：陈述或列举实验数据，说明该技术所起作用（列出原理或数据计算依据）： 

（1）事故预防和监测（如监控准确性、定位能力、预警报警反应能力等）； 

（2）应急救援过程（如应急反应及时性、人员搜救准确性、抢险救援效率等）； 

（3）个人防护及其他（如防护技术或材料的有效性等）。 

先进适用装备 

（一）装备概述（不超过 1500字） 

1．装备构成、工作原理、主要技术参数、适用范围、执行标准（执行企业标准时应说明主要

引用标准）； 

2．装备主要功能及技术特点； 

3．装备在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科学施救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4．装备技术鉴定及知识产权情况（包括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5．装备使用情况（重点举例说明在事故救援中的应用情况）、取得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6．装备前景分析，包括可以应用的领域及推广应用应具备的条件等。 

 

（二）装备在结构原理、工艺方法、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等方面的创新内容 

 

 

 

（三）装备安全性能与相关标准规定的比对 

（装备直接执行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时，填写执行标准编号及执行情况；装备安全技术参数、

安全保护功能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有关规定时，请予逐条对比分析，内容较多时建议列

表说明） 

 

（四）近三年生产销售情况（常备库存数量：    ） 

年度 生产数量 销售数量 主要销售区域 

    

    

    



8 
 

三、主要证明材料目录 

（所填写的材料均须上传相应的证明文件） 

（一）先进性 

1．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对象 授奖部门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时间 

1      

2      

2．列入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序号 发布计划部门 发布文件号 计划类型 项目编号 

1     

2     

3．列入政府推广计划情况 

序号 名称 推广部门 文件或推广目录号 推广级别 年度 

1      

2      

4.鉴定（评价）情况 

序号 鉴定（评价）对象 
鉴定（评价） 

单位 

鉴定 

级别 

鉴定 

结论 

鉴定 

时间 

鉴定证书 

编号 

1       

2       

5．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获得专利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 证书编号 国别 有效期限 

1      

2      

6．技术查新情况 

序号 
查新技术

名称 

查新时

间 

查新单位及报告编

号 
查新结论 

备注（描述技术与产

品的相关性） 

1      

2      

（二）安全可靠性 

1．执行和主要引用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序号 内容 标准名称 编号 备注 

1 执行标准    

2 主要引用标准    

2．检测报告 

序号 检测对象 报告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单位 备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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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认证情况 

序号 认证名称 认证组织单位 认证编号 认证日期 有效期 

1      

2      

（三）使用/应用情况 

序号 名称 使用/应用单位 时间 备注 

1     

2     

（四）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推荐情况 

序号 推荐单位 推荐时间 备注 

1    

2    

（五）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1  

2  

 

 

四、相关照片 

（反映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具体应用及新产品的特征、整体外貌的照片，电子版采用 jpg 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