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

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

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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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指导和规范用人单位做好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工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7号）等法律规章，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制定了《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工作是职业卫生管理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对于提高劳动者的自我防护意识、提升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

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各地区要高度重视，认真安排部署，做好《规范》

的宣传和落实工作。 

各单位要通过多种方式组织用人单位学习《规范》，指导用人单

位对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并按照

《规范》要求完善职业病危害告知内容及档案材料，设置和维护好警

示标识，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要把贯彻落实《规范》要求作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的重要内容，

指导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各项要求，对拒不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用人单位，依法予以惩处，确保按期完成《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 年）》确定的 2015 年职业病危害告知

率和警示标识设置率达到 90%以上的目标。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13日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

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工作，

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47号）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GBZ/T 203）等法律、

规章和标准，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职业病危害告知是指用人单位通过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公告、培训等方式，使劳动者知晓工作场所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防护措施、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健康检查结果等的行为。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是指在工作场所中设置的可以提醒劳动者对职业

病危害产生警觉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的图形标识、警示线、警示语句

和文字说明以及组合使用的标识等。 

本规范所指的劳动者包括用人单位的合同制、聘用制、劳务派遣

等性质的劳动者。 

第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

价，识别分析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将工作场所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如实告知

劳动者，在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防治公告栏，并在可能产生严重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岗位以及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材料、贮存场所等设

置警示标识。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使劳动者了解警

示标识的含义，并针对警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二章 职业病危害告知 

第六条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危害程度、危害后果、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

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健康检查和相关待遇等如实告

知劳动者，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第七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

时，应当在劳动合同中写明工作过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岗位津贴、工伤保险等）等内容。同时，

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务派遣人员。 

格式合同文本内容不完善的，应以合同附件形式签署职业病危害

告知书（示例见附件 1）。 

第八条 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

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

人单位应当依照本规范第七条的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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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动者知悉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掌握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措施、职业病



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维护方法及相关警示标识的含

义，并经书面和实际操作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十条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设置公告栏，公布本单

位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等内容。 

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要按照规定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

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

果书面告知劳动者本人。用人单位书面告知文件要留档备查。 

第三章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在产生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

作业岗位、设备、材料（产品）包装、贮存场所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第十三条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应当在工作场所入口处

及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或设备附近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一）产生粉尘的工作场所设置“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

“注意通风”等警示标识，对皮肤有刺激性或经皮肤吸收的粉尘工作

场所还应设置“穿防护服”、“戴防护手套”、“戴防护眼镜”，产

生含有有毒物质的混合性粉（烟）尘的工作场所应设置“戴防尘毒口

罩”； 



（二）放射工作场所设置“当心电离辐射”等警示标识，在开放

性同位素工作场所设置“当心裂变物质”； 

（三）有毒物品工作场所设置“禁止入内”、“当心中毒”、“当

心有毒气体”、“必须洗手”、“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戴

防护手套”、“戴防护眼镜”、“注意通风”等警示标识，并标明“紧

急出口”、“救援电话”等警示标识； 

（四）能引起职业性灼伤或腐蚀的化学品工作场所，设置“当心

腐蚀”、“腐蚀性”、“遇湿具有腐蚀性”、“当心灼伤”、“穿防

护服”、“戴防护手套”、“穿防护鞋”、“戴防护眼镜”、“戴防

毒口罩”等警示标识； 

（五）产生噪声的工作场所设置“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等

警示标识； 

（六）高温工作场所设置“当心中暑”、“注意高温”、“注意

通风”等警示标识； 

（七）能引起电光性眼炎的工作场所设置“当心弧光”、“戴防

护镜”等警示标识； 

（八）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的工作场所设置“当心感染”等警示

标识； 

（九）存在低温作业的工作场所设置“注意低温”、“当心冻伤”

等警示标识； 

（十）密闭空间作业场所出入口设置“密闭空间作业危险”、“进

入需许可”等警示标识； 



（十一）产生手传振动的工作场所设置“振动有害”、“使用设

备时必须戴防振手套”等警示标识； 

（十二）能引起其他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设置“注意 XX 危害”

等警示标识。 

第十四条 生产、使用有毒物品工作场所应当设置黄色区域警示

线。生产、使用高毒、剧毒物品工作场所应当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

警示线设在生产、使用有毒物品的车间周围外缘不少于 30cm 处，警

示线宽度不少于 10cm。 

第十五条 开放性放射工作场所监督区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控

制区设置红色区域警示线；室外、野外放射工作场所及室外、野外放

射性同位素及其贮存场所应设置相应警示线。 

第十六条 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除按本规范第十

三条的要求设置警示标识外，还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告

知卡（以下简称告知卡，示例见附件 2）。 

告知卡应当标明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理化特性、健康危害、接

触限值、防护措施、应急处理及急救电话、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及检测时间等。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为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 

1.存在矽尘或石棉粉尘的作业岗位； 

2.存在“致癌”、“致畸”等有害物质或者可能导致急性职业性

中毒的作业岗位； 

3.放射性危害作业岗位。 



第十七条 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必须在使用岗位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示例见附件 3），警示说明应当载明产品特性、主要成

份、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

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第十八条 贮存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

含有放射性物质材料的场所，应当在入口处和存放处设置“当心中毒”、

“当心电离辐射”、“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等警示标识。 

第十九条 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的，除按本规范第十

三条的要求设置警示标识外，还应当在设备醒目位置设置中文警示说

明。警示说明应当载明设备性能、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安全操作

和维护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条 为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可能产

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的，

应当依法在设备或者材料的包装上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第二十一条 高毒、剧毒物品工作场所应急撤离通道设置“紧急

出口”，泄险区启用时应设置“禁止入内”、“禁止停留”等警示标

识。 

第二十二条 维护和检修装置时产生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应在工作区域设置相应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第四章 公告栏与警示标识的设置 



第二十三条 公告栏应设置在用人单位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入口

处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告知卡应设置在产生或存在严重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附近的醒目位置。 

第二十四条 公告栏和告知卡应使用坚固材料制成，尺寸大小应

满足内容需要，高度应适合劳动者阅读，内容应字迹清楚、颜色醒目。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多处场所都涉及同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应在各工作场所入口处均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第二十六条 工作场所内存在多个产生相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

业岗位的，临近的作业岗位可以共用警示标识、中文警示说明和告知

卡。 

第二十七条 警示标识（不包括警示线）采用坚固耐用、不易变

形变质、阻燃的材料制作。有触电危险的工作场所使用绝缘材料。可

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及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和含放射性物质的

材料（产品）包装上，可直接粘贴、印刷或者喷涂警示标识。 

第二十八条 警示标识设置的位置应具有良好的照明条件。井下

警示标识应用反光材料制作。 

第二十九条 公告栏、告知卡和警示标识不应设在门窗或可移动

的物体上，其前面不得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第三十条 多个警示标识在一起设置时，应按禁止、警告、指令、

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排列。 

第三十一条 警示标识的规格要求等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GBZ 158）执行。 



第五章 公告栏与警示标识的维护更换 

第三十二条 公告栏中公告内容发生变动后应及时更新，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应在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 7日内更新。 

生产工艺发生变更时，应在工艺变更完成后 7日内补充完善相应

的公告内容与警示标识。 

第三十三条 告知卡和警示标识应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发现有

破损、变形、变色、图形符号脱落、亮度老化等影响使用的问题时应

及时修整或更换。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

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

的要求，完善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档案材料，并将其存放于本

单位的职业卫生档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范的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本规范未规定的其他有关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职业卫生标准的规定

执行。 

 附件：1.职业病危害告知书示例  

2.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示例  

3.中文警示说明示例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gzc/gfxwj/2014/201411/W020171031379309286132.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gzc/gfxwj/2014/201411/W020171031379309354465.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gzc/gfxwj/2014/201411/W020171031379309420012.doc


附件 1 

职业病危害告知书示例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甲方）在与劳动者

（乙方）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告知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

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内容： 

（一）所在工作岗位、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后果及职业病防护措施： 

所在部门及 

岗位名称 

职业病危

害因素 
职业禁忌证 

可能导致的

职业病危害 

职业病防护

措施 

例：铸造车间

铸造工 
粉尘 

活动性肺结核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间质性肺病 

伴肺功能损害的疾

病 

尘肺 
除尘装置 

防尘口罩 

（二）甲方应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

的要求，做好乙方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和应急检查。一旦

发生职业病，甲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乙方如实提供职业病

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等资料及相应待遇。 

（三）乙方应自觉遵守甲方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维

护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积极参加职业卫生知识培训，按要求

参加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若被检查出职业禁忌证或发现

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必须服从甲方为保护乙方职业健康而调离原

岗位并妥善安置的工作安排。 

（四）当乙方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发生变更，从事告知书中未告知的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甲方应与其协商变更告知书相关内容，重新签订职业病

危害告知书。 

（五）甲方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乙方有权拒绝从事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甲方不得因此解除与乙方所订立的劳动合同。 

（六）职业病危害告知书作为甲方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

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2 

 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示例 

  

工作场所存在苯，对人体有损害，请注意防护 

  

  

  

苯(皮) 

Benzene(skin) 

  

理化特性 健康危害 

具有特殊芳香气味的无色油状液体，

相对分子质量 78，易燃、易挥发。不

溶于水，可与乙醚、乙醇、丙酮、汽

油和二硫化碳等有机溶剂混溶；遇氧

化剂或卤素剧烈反应；苯蒸气与空气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

易燃烧爆炸。 

可经皮肤、呼吸道进

入人体。 

主要损害神经和造血

系统。 

短时间大量接触可引

起头晕、头痛、恶心、

呕吐、嗜睡、步态不

稳，重者发生抽搐、

昏迷。长期过量接触

可引起白细胞减少、

再生障碍性贫血、白

血病。 

  

  

应急处理 

抢救人员穿戴防护用具；立即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处，去除

污染衣物；注意保暖、安静；皮肤污染时用肥皂水清洗，溅

入眼内时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各至少 20 分钟；呼吸

困难时给与吸氧，必要时用合适的呼吸器进行人工呼吸；立

即与医疗急救单位联系抢救。 

防护措施 

禁止明火、火花，高热，使用防爆电器和照明设备。工作场

所禁止饮食、吸烟。 

  

必须戴防毒面具 注意通风 必须戴防护手套 必须戴防护

眼镜 必须穿防护服 

标准限值：xxx                   检测数据：

xxx                 检测日期：xxxx年 x月 x日 

急救电话：120       消防电话：119       职业卫生咨询电

话 :xxxxxxxx 

  



 



附件 3 

 中文警示说明示例 

  

  

甲醛 

分子式：HCHO    分子量 30.03 

理化特性 

常温为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沸点：―19.5℃，能溶

于水、醇、醚，水溶液称福尔马林，杀菌能力极强。15℃以下易

聚合，置空气中氧化为甲酸。 

可能产生的

危害后果 

低浓度甲醛蒸气对眼、上呼吸道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高浓

度甲醛蒸气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毒性作用，可引起中毒性肺水肿。 

主要症状：眼痛流泪、喉痒及胸闷、咳嗽、呼吸困难，口腔

糜烂、上腹痛、吐血，眩晕、恐慌不安、步态不稳、甚至昏迷。

皮肤接触可引起皮炎，有红斑、丘疹、瘙痒、组织坏死等。 

  

职业病危害 

防护措施 

  

1．使用甲醛设备应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加强通风排毒。 

    2．注意个人防护，穿戴防护用品。 

    3．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应急救治 

措施 

1．撤离现场，移至新鲜空气处，吸氧。 

    2．皮肤粘膜损伤，立即用 2%的碳酸氢钠（NaHCO3）溶液

或大量清水冲洗。 

    3．立即与医疗急救单位联系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