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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公安部社会公共安全应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闫正斌、亓希国、张国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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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6号）规定，爆破作业单位分为非营业性爆破作业

单位和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并

按照其资质等级承接爆破作业项目；爆破作业人员应按照其资格等级从事爆破作业。爆破作业的分级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授权，在充分调研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从业单位意见的基础

上，本标准将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金、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业绩等条件，分

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资质，规定了其从业范围，并设定了爆破作业单位岗位职责和设置要求。本

标准还对《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申请、发放、换发、降级、撤销和爆破作业单位安全管理作了具体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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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爆破作业单位的分类、资质分级、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爆破作业单位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A 991 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672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爆破作业单位 unit of blasting operation

依法取得《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

3.2

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unit of non-business blasting operation

仅为本单位合法的生产活动需要，在限定区域内自行实施爆破作业的单位。

3.3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unit of business blasting operation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承接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和/或安全评估和/或安全监理的单位。

4 分类

爆破作业单位分为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5 资质等级

5.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的资质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从业范围分为设计施

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资质等级与从业范围的对应关系见表 1。
5.2 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不分级。

表 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资质等级与从业范围对应关系表

资质等级 A 级爆破作业项目 B级爆破作业项目 C级爆破作业项目 D 级及以下爆破作业项目

一级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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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等级 A 级爆破作业项目 B级爆破作业项目 C级爆破作业项目 D 级及以下爆破作业项目

二级 —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评估
安全监理

三级 — —
设计施工
安全监理

设计施工
安全监理

四级 — — — 设计施工

注： 表中 A级、B级、C级、D级为 GB6722中规定的相应级别。

6 资质条件

6.1 基本要求

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从事的爆破作业属于合法的生产活动；

b）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c）设置技术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爆破员、安全员和保管员等岗位，并配备相应人员。

6.2 特别要求

6.2.1 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有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b）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有 2年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

理工作的经历；

c）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1人，爆破员不少于 5人，安全员不少于 2人，保管员不少于 2人；

d）有爆破作业专用设备。

6.2.2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

6.2.2.1 一级资质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有或租用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b）注册资金 2000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2000万元，其中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净值

不少于 1000万元；

c）近 3年承担过的 A级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或 B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设

计施工不少于 20项，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d）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高级技术职称，有 10年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的经历，且主持过的 A级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5项，或 B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

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

e）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30人（其中，高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9人，中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6人），爆破员不少于 10人，安全员不少于 2人，保

管员不少于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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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钻孔机、空压机、测振仪、全站仪等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

6.2.2.2 二级资质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有或租用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b）注册资金 1000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1000万元，其中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净值

不少于 500万元；

c）近 3 年承担过的 B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或 C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

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20项，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d）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高级技术职称，有 7年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的经历，且主持过的 B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5 项，或 C级及以上爆破作业

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

e）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其中，高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6人，中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4人），爆破员不少于 10人，安全员不少于 2人，保

管员不少于 2人；

f）有钻孔机、空压机、测振仪、全站仪等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

6.2.2.3 三级资质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有或租用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b）注册资金 300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300万元，其中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净值不

少于 150万元；

c）近 3年承担过的 C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或 D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

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20项，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d）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高级技术职称，有 5年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的经历，且主持过的 C级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5项，或 D级及以上爆破作业

项目的设计施工不少于 10项；

e）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10人（其中，高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3人，中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2人），爆破员不少于 10人，安全员不少于 2人，保

管员不少于 2人；

f）有钻孔机、空压机、测振仪、全站仪等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

6.2.2.4 四级资质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有或租用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

b）注册资金 100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100万元，其中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净值不

少于 50万元；

c）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有 3年及以上爆破作业项目技术管

理工作的经历；

d）具有理学、工学学科范围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5人（其中，中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2人，初级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1人），爆破员不少于 10人，安全员不少于 2人，保

管员不少于 2人；

e）有钻孔机、空压机、测振仪、全站仪等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

7 岗位职责和设置要求

7.1 岗位职责

7.1.1 技术负责人的岗位职责包括：

a）组织领导爆破作业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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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织制定爆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c）组织爆破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

d）主持制定爆破作业设计施工方案、安全评估报告和安全监理报告。

7.1.2 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岗位职责包括：

a）监督爆破作业人员按照爆破作业设计施工方案作业；

b）组织处理盲炮或其他安全隐患；

c）全面负责爆破作业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

d）负责爆破作业项目的总结工作。

7.1.3 爆破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保管所领取的民用爆炸物品；

b）按照爆破作业设计施工方案，进行装药、联网、起爆等爆破作业；

c）爆破后检查工作面，发现盲炮或其他安全隐患及时报告；

d）在项目技术负责人的指导下，配合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处理盲炮或其他安全隐患；

e）爆破作业结束后，将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清退回库。

7.1.4 安全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监督爆破员按照操作规程作业，纠正违章作业；

b）检查爆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时发现、处理、报告安全隐患；

c）监督民用爆炸物品领取、发放、清退情况；

d）制止无爆破作业资格的人员从事爆破作业。

7.1.5 保管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验收、保管、发放、回收民用爆炸物品；

b）如实记载收存、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编号及领取人员的姓名；

c）发现、报告变质或过期的民用爆炸物品。

7.2 岗位设置要求

7.2.1 技术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应由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可以兼任。

7.2.2 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不得兼任。

7.2.3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不应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爆破作业单位。

8 管理要求

8.1 许可证管理

8.1.1 申请

8.1.1.1 申请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单位，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提

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见附录 A）及下列材料：

a）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报告；

b）爆破作业区域证明；

c）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

d）爆破作业专用设备清单。

8.1.1.2 申请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单位，应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爆破

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表（见附录 B）及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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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有或租用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报告；

b）注册资金、净资产、专用设备净值的有效证明；

c）近 3年单位承接的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方案；

d）技术负责人主持的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方案；

e）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明；

f）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清单。

8.1.2 发放

8.1.2.1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放《爆破作业

单位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8.1.2.2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许可证编号；

b）单位名称；

c）单位地址；

d）法定代表人姓名；

e）技术负责人姓名；

f）有效期；

g）签发机关；

h）签发日期。

8.1.2.3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除符合 8.1.2.2要求外，还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资质等级；

b）从业范围。

8.1.2.4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仅在爆破作业许可区域内有效。

8.1.2.5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8.1.3 换发

8.1.3.1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年。

8.1.3.2 有效期届满继续从事爆破作业的，爆破作业单位应在期满前 60日内，向原签发公安机关提出

换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申请。

8.1.3.3 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发生变化的，爆破作业单位应在发生变化之

日起 30日内，向原签发公安机关提出换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申请。

8.1.3.4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按照 6.1、6.2和 8.1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换发《爆

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8.1.4 降级

8.1.4.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在爆破作业活动中发生较大爆破作业责任事故的，签发公安机关应根据

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对其资质等级予以降级，并根据降级情况重新核定从业范围。

8.1.4.2 被降低资质等级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3年内不得申请晋升资质等级。

8.1.5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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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1 县级及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爆破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发现资质条件不符合规定要求，

未按照资质等级从事爆破作业，或发生重大及以上爆破作业责任事故的，应书面告知《爆破作业单位许

可证》签发公安机关。

8.1.5.2 签发公安机关接到书面告知后，应组织复核。对经复核属实的，应撤销其《爆破作业单位许

可证》。

8.2 其他管理要求

8.2.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按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许可的资质等级、从业范围承接相应等级

的爆破作业项目。不应为非法的生产活动实施爆破作业；不应将承接的爆破作业项目转包；不应为本单

位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承接的爆破作业项目进行安全评估、安全监理；不应在同一爆破作业项目中同时

承接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和安全监理。

8.2.2 从事安全评估、安全监理的爆破作业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GA 991的规定实施安

全评估、安全监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适用8.1.4和8.1.5的相关规定。

8.2.3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应建立爆破作业业绩档案管理制度，在爆破作业活动结束后15日内，如实

将本单位从事爆破作业活动的有关情况录入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

8.2.4 爆破作业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涉爆从业人员的管理，不应聘用无爆破作业资格的人员从事爆破

作业。

8.2.5 公安机关应在核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30日内，将依法取得《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爆

破作业单位的基本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8.2.6 省级公安机关应在核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15日内，将依法取得一级、二级、三级资质的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的基本情况向公安部备案（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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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式样

A.1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式样见表 A.1。

表 A.1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作业地点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治安保卫负责人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注册资金 万元 银行账户

证照种类 编 号 有效期至

采矿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煤炭生产许可证

工商营业执照

…… …… ……

爆

破

作

业

人

员

种 类 姓 名 许可证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爆破

工程

技术

人员
…… …… ……

爆

破

员

…… …… ……

安

全

员
…… …… ……

保

管

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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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

四邻

安全

距离

方位 被保护对象 核定安全距离（m）

仓库编号 储存品种 核定储存量

1

2

…… …… ……

企业法

定代表

人声明

我对申报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本单位涉爆从业人员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

市级公

安机关

审 批

意 见

经办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签发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申请单位应随本申请表提交《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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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表式样

B.1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表式样见表 B.1。

表 B.1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治安保卫负责人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注册资金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专用设备净值 万元 银行账户

申请资质等级 级 申请从业范围

近 3年
单位爆

破作业

项目施

工业绩

项目

级别
项目名称 爆破施工日期 第一设计人

…… …… …… ……
技术负

责人爆

破作业

项目设

计施工

业绩

项目

级别
项目名称 爆破施工日期

…… …… ……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姓 名 专 业
技术

职称

许可证

级别

许可证

编号

公民身份

号码

…… …… …… …… …… ……

爆

破

员

姓 名 许可证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 ……

安

全

员

姓 名 许可证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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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管

员

姓 名 许可证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 ……

库区

四邻

安全

距离

方位 被保护对象 核定安全距离（m）

仓库编号 性质 储存品种 核定储存量

1

2

…… …… …… ……

企业法

定代表

人声明

我对申报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本单位涉爆从业人员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省级公

安机关

审 批

意 见

资质等级： 从业范围：

经办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签发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申请单位应随本申请表提交《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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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基本情况备案表》式样

C.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基本情况备案表》式样见表 C.1。

表 C.1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基本情况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从业范围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有效期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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