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防止和减少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促进经济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

瓶，下同）、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 

 

  前款特种设备的目录由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第三条 特种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下同）、使用、检验检

测及其监督检查，应当遵守本条例，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煤矿矿井使用的特

种设备的安全监察不适用本条例。 

 

  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的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由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工作，县以上

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以下统称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第五条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

制度。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进行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第六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检验检测工作，对其检验

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支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安

全监察职责，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第八条 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管理方法，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特种设备安全性能和管理



水平，增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防范事故的能力，对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奖励。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和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举报。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信

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和检验检测违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

以处理。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章 特种设备的生产 

 

  第十条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以及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制订并公布的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 

 

  第十一条 压力容器的设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方可从

事压力容器的设计活动。 

 

  压力容器的设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压力容器设计相适应的设计人员、

设计审核人员；（二）有与压力容器设计相适应的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第十二条 锅炉、压力容器中的气瓶（以下简称气瓶）、氧舱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

施的设计文件，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鉴定，方可

用于制造。 

 

  第十三条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特种设备产品、部件或者试

制特种设备新产品、新部件，必须进行整机或者部件的型式试验。 

 

  第十四条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安全附件、

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改造单位，以及压力管道用管子、管件、阀门、法兰、补偿

器、安全保护装置等（以下简称压力管道元件）的制造单位，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相应的活动。 

 

  前款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特种设备制造、

安装、改造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二）有与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相适

应的生产条件和检测手段；（三）有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第十五条 特种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

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 

 

  第十六条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维修单位，

应当有与特种设备维修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必要的检测手段，并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相应的维修活动。 

 

  第十七条(1) 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维

修，必须由依照本条例取得许可的单位进行。 

 

  电梯的安装、改造、维修，必须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其通过合同委托、同意的依照本

条例取得许可的单位进行。电梯制造单位对电梯质量以及安全运行涉及的质量问题负责。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后即可施工。 

 

  第十八条 电梯井道的土建工程必须符合建筑工程质量要求。电梯安装施工过程中，电

梯安装单位应当遵守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要求，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电梯安装施工过

程中，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电梯安装施工过程中，电梯安装单位应当服从建筑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生产管理，并订立合同，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 

 

  第十九条 电梯的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电梯制造单位委托或者同意其他单位进行电梯安装、改造、维修活动的，应当对其安装、

改造、维修活动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电梯的安装、改造、维修活动结束后，电梯制造单

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电梯进行校验和调试，并对校验和调试的结果负责。 

 

  第二十条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

维修竣工后，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验收后３０日内将有关技术资料移交使

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将其存入该特种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 

 

  第二十一条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的制造过程和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重大维修过

程，必须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进行监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不得出厂或者交付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

可，方可从事充装活动。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气瓶充装和管理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二）有与气瓶充装和管理相适应的充装设备、检测手段、场地厂房、器具、安全设



施和一定的气体储存能力，并能够向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三）有健

全的充装安全管理制度、责任制度、紧急处理措施。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对气瓶使用者安全使用气瓶进行指导，提供服务。 

 

第三章 特种设备的使用 

 

  第二十三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本条例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保证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 

 

  第二十四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

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当核对其是否附有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五条 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３０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

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

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二十六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

括以下内容： 

 

  （一）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制造单位、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以

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 

 

  （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三）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

录；（四）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

常维护保养记录；（五）特种设备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第二十七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并定期

自行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特种设备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查，并作出记录。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在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

及时处理。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

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 

 

  第二十八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检验合

格有效期届满前１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检验检测机构接到定期检验要求后，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进行检验。未

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 



 

  第二十九条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

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

定使用年限，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报废，并应当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第三十一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第三十二条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由依照本条例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修单位

或者电梯制造单位进行。 

 

  电梯应当至少每１５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 

 

  第三十三条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维护保养中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技术规范

的要求，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技术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

工安全。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接到故障通知

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 

 

  第三十四条 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运营使用单

位，应当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其他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应当根据情况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的应当

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第三十五条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在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

投入使用前，应当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并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

施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 

 

  第三十六条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熟悉客运索

道、大型游乐设施的相关安全知识，并全面负责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至少应当每月召开一次会议，

督促、检查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工作。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数



量的营救装备和急救物品。 

 

  第三十七条 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乘客应当遵守使用安全注意事项的要求，

服从有关工作人员的指挥。 

 

  第三十八条 电梯投入使用后，电梯制造单位应当对其制造的电梯的安全运行情况进行

跟踪调查和了解，对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单位或者电梯的使用单位在安全运行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发现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

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电梯制造单位对调查和了解的情况，应当作出记录。 

 

  第三十九条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作业人员

及其相关管理人员（以下统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

者管理工作。 

 

  第四十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

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中应当严格执行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

度。 

 

  第四十一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

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第四章 检验检测 

 

  第四十二条 从事本条例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型式试验检验检测工作的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设立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负责本单位一定范围内的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型式试验工作。 

 

  第四十三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所从事的检验检

测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人员；（二）有与所从事的检验检测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仪器和

设备；（三）有健全的检验检测管理制度、检验检测责任制度。 

 

  第四十四条 特种设备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型式试验应当由依照本条例经核准的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应当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四十五条 从事本条例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型式试验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



员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考核合格，取得检验检测人员证书，方可

从事检验检测工作。 

 

  检验检测人员从事检验检测工作，必须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执业，但不得同时在

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中执业。 

 

  第四十六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和方便企业的原则，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提供可靠、便捷的检验检测服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对涉及的被检验检测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

密义务。 

 

  第四十七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检验

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经检验检测人员签字后，由检验检测机构

负责人签署。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对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负责。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结

果、鉴定结论进行监督抽查。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在本行政区域

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但是要防止重复抽查。监督抽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不得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

不得以其名义推荐或者监制、监销特种设备。 

 

  第四十九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发现严重事故隐患，应当

及时告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并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五十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利用检验检测工作故意刁难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单位，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有权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接

到投诉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安全监察。 

 

  对学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

所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实施重点安全监察。 

 

  第五十二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举报或者取得的涉嫌违法证据，对涉嫌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一）向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涉嫌从事违反本条

例的生产、使用、检验检测有关的情况；（二）查阅、复制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

检测机构的有关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三）对有证据表明不符合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的或者有其他严重事故隐患的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五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许可、核准、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严格依照本条例规定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

定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不得许可、核准、登记。 

 

  未依法取得许可、核准、登记的单位擅自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或者检验检测活

动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取缔或者依法予以处理。 

 

  已经取得许可、核准、登记的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其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应当依法撤销

原许可、核准、登记。 

 

  第五十四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时，其

受理、审查、许可、核准的程序必须公开，并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许可、

核准或者不予许可、核准的决定；不予许可、核准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五十五条 地方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地方保护和地

区封锁，不得对已经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其他地方取得许可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重复进行许

可，也不得要求对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其他地方检验检测合格的特种设备，重复进行检验检

测。 

 

  第五十六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安全监察人员（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人员）应当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并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证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第五十七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

施安全监察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参加，并出示有效的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人员证件。 

 

  第五十八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

施安全监察，应当对每次安全监察的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作出记录，并由参加

安全监察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签字后归档。被检查单位的

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第五十九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进

行安全监察时，发现有违反本条例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行为或者在用的特种设备存在事故隐



患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有关单位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

正或者消除事故隐患。紧急情况下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的，应当随后补发书面通知。 

 

  第六十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进行

安全监察，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或者严重事故隐患时，应当在采取必要措施的同时，及时向

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必

要措施，及时予以处理。 

 

  对违法行为或者严重事故隐患的处理需要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时，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并通知其他有关部门。当地人民政府

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及时予以处理。 

 

  第六十一条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公布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在用的特种设备数量；（二）特种

设备事故的情况、特点、原因分析、防范对策；（三）其他需要公布的情况。 

 

  第六十二条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

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不得隐瞒不报、

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第六十三条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事故调查，追究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压力容器设计活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予以取缔，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锅炉、气瓶、氧舱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文件，未经国务院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鉴定，擅自用于制造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制造的产品，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触犯刑律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

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特种设备产品、部件或者试

制特种设备新产品、新部件，未进行整机或者部件型式试验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七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

游乐设施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改造以及压力管道元件的制造活动

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非法制造的产品，已经实施安装、改造

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责令限期由取得许可的单位重新安装、改造，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

元以下罚款；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八条 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附有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

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３０％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九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

游乐设施的维修或者日常维护保养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处１万元

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

维修的施工单位，在施工前未将拟进行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情况书面告知直辖市

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即行施工的，或者在验收后３０日内未将有关

技术资料移交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的，

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

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的制造过程和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装、改造、重大维修过

程，未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进行监督检验，出厂或者交付使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产品，已经实施安装、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责令限期进行监督检验，处５

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撤销制造、

安装、改造或者维修单位已经取得的许可，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触犯

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气瓶充装活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

取缔，没收违法充装的气瓶，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

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电梯制造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一）未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对电梯进行校验、



调试的；（二）对电梯的安全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了解时，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未

及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第七十四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使

用或者停产停业整顿：（一）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３０日内，未向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擅自将其投入使用的；（二）未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建

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的；（三）未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

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的，或者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的；（四）未按照安全

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１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提出定期检验要求的；（五）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的；（六）特种

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投入使用的；

（七）未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的；（八）未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的。 

 

  第七十五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

规定的使用年限，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予以报废，并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办理注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５万元以

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六条 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整顿，

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一）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试

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并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的；（二）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

乐设施的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的。 

 

  第七十七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

下罚款：（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

理人员的；（二）从事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未取得相应特种作业人员证书，上岗作业的；

（三）未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的。 

 

  第七十八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特种设备事故时，不立

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职、撤职的处分；触犯

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特种设备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依

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七十九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违反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全规章制度操作，

或者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未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



有关负责人报告的，由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处分；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 未经核准，擅自从事本条例所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型式试验等检验

检测活动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一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检验检测资格：（一）检验检测工

作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二）聘用未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考核合格并

取得检验检测人员证书的人员，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的；（三）在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中，发现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告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并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报告的。 

 

  第八十二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结果、鉴定

结论或者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检验检测

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检验检测资格；

对检验检测人员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检验检测资格，

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

件重大失实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或者检

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严重失实，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三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或者检验检测人员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或

者以其名义推荐或者监制、监销特种设备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撤销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的资格，处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第八十四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利用检验检测工作故意刁难特种

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撤销其检验

检测资格。 

 

  第八十五条 检验检测人员，从事检验检测工作，不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执业或者

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中执业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给予停止执业６个月以上２年以下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八十六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有下列违法行为

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实施许可、核准、登记



的；（二）发现未经许可、核准、登记擅自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或者检验检测活动不

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三）发现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

条件而不撤销其原许可，或者发现特种设备生产、使用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四）发现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而不撤销其原核准，或者对其出具虚假的

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或者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的行为不予查处的；（五）

对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其他地方取得许可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重复进行许可，或者对依照本

条例规定在其他地方检验检测合格的特种设备，重复进行检验检测的；（六）发现有违反本

条例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行为或者在用的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不立即处理的；（七）

发现重大的违法行为或者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向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或者接到报告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不立即处理的。 

 

  第八十七条 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单位或者检验检测机构，拒不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的安全监察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

关于妨害公务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八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

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容积大于或者等于３０Ｌ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

水压大于或者等于０．１ＭＰａ（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０．１ＭＷ的承压热水

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

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０．１ＭＰａ（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２．５ＭＰ

ａ·Ｌ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容器和移

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０．２ＭＰａ（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

于或者等于１．０ＭＰａ·Ｌ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６０℃液体的气

瓶；氧舱等。 

 

  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

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０．１ＭＰａ（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蒸汽介质或者可燃、

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介质，且公称直径大

于２５ｍｍ的管道。 

 

  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

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等。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



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０．５ｔ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１ｔ，且提升高

度大于或者等于２ｍ的起重机和承重形式固定的电动葫芦等。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

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

客运拖牵索道等。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

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２ｍ／ｓ，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２ｍ的载人大型游乐

设施。 

 

  特种设备包括其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装置相关的设施。 

 

  第八十九条(1) 压力管道设计、安装、使用的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第九十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检验检测，收取费用，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２月６日国务院发布的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