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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法律

7 部相关法律：《城乡规划法》、《建筑法》、《质量法》、《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

法》、《刑法》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罪名 定义

失火罪 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消防责任事故罪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个人犯罪）

强令违章冒险作

业罪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的行为。

重大劳动安全事

故罪

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单位犯罪）

大型群众性活动

重大安全事故罪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

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

立案标准与刑罚

罪名 立案标准 刑罚

失火罪 1）死 1人以上，或重伤 3人以上

2）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3）10 户以上家庭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生

活资料烧毁的

4）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 2 公

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

林地、苗圃地面积 4公顷以上的

重：3-7 年有期徒刑

轻：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消防责任事

故罪

1）死亡 1人以上，或重伤 3人以上

2）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3）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 2公

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

林地、苗圃地面积 4公顷以上的

特别严重：3-7 年有期徒刑

严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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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责任事

故罪

1）死亡 1人以上，或重伤 3人以上

2）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3）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的

特别恶劣：3-7 年有期徒刑

严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令违章冒

险作业罪

特别恶劣：5年以上有期徒刑

严重：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重大劳动安

全事故罪

特别恶劣：3-7 年有期徒刑

严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大型群众性

活动重大安

全事故罪

1）死亡 1人以上，或重伤 3人以上

2）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特别恶劣：3-7 年有期徒刑

严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工程重大安

全事故罪

特别严重:5-10 年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重大安全事故:5 年以下或拘役，

并处罚金;

【2016 年】某建筑进行内部装修，一名电工违章电焊施工作业，结果引发火灾，造成 3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对该电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下列定罪中，正确的是（ ）。

A、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B、重大责任事故罪

C、消防责任事故罪

D、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答案】B

【解析】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2017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下列事故中，应按重大责任事故予以立案

追诉的是（ ）.

A．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导致发生死亡 2人的火灾

事故

B．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导致发生重伤 4人的事故

C．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直接经济损失 60万元的事故

D．安全生产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导致死亡 2人的事故

【答案】 B

【解析】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A选项属于消防责任事故罪。C选项属于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D选项

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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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某服装生产企业在厂房内设置了 15 人住宿的员工宿舍，总经理陈某拒绝执行消防部门

责令搬迁员工宿舍的通知。某天深夜，该厂房发生火灾，造成员工宿舍内的 2名员工死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陈某犯消防责任事故罪，后果严重，应予以处( )。

A.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B.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C.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D.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答案】A

【解析】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犯消防责任事故罪，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节 部门规章

9部部门规章：《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火灾事

故调查规定》、《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专业技术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

一、《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1.概念：公共娱乐场所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舞厅、卡拉

OK 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游艺、游乐场所；保龄球馆、

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等室内场所。

2.消防行政许可的办理

行政许可：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核、竣工验收和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安全负责人：经营者

3. 公共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技术及管理要求

禁止性条款：

 公共娱乐场所内严禁带入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严禁在公共娱乐场所营业时进行设备检修、电气焊、油漆粉刷等施工、维修作业；

 演出、放映场所的观众厅内禁止吸烟和明火照明；

 公共娱乐场所在营业时，不得超过额定人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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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一）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的确定

 报当地消防机构备案

 负责人： 法人单位——法人 非法人单位——主要负责人

（二）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两项责任制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制

 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

（三）消防安全责任人的消防安全职责 （四）消防安全管理人的消防安全职责

消防安全责任人的消防安全职责 消防安全管理人的消防安全职责

2)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

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

度消防工作计划。

1)拟订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

4)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

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2)组织制订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

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3)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

和组织保障。

3)拟订消防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

方案。

5)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

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4)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6)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

队、义务消防队。

6)组织管理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

7)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7)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

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

施和演练。

1)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证单位消防安

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

况。

5)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

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

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8)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的其他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另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定期

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安全情况，及时

报告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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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防火检查，落实火灾隐患整改

检查内容 单位类型 频率

防火巡查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每日

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 至少每两小时一次

医院、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加强夜间防火巡查

防火检查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 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

其他单位 至少每月进行一次

（七）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和疏散演练

名称 单位类型 要求

消防安全培训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对每名员工至少每年一次

公众聚集场所 至少每半年一次

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 上岗前做消防安全培训

疏散演练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至少每半年一次

其他单位 至少每年一次

【2015 年】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号），机关、

团体、事业单位应当至少每（）进行一次防火检查。

A、年

B、季度

C、月

D、周

【答案】：B

【解析】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防火检查，其他单位应当至少每月进行

一次防火检查。（积极检查）

【2016 年】《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规定，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应当进行每日防火巡查，并确定巡查的内容和频次，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的防火巡查

应当至少每（）小时一次。

A. 2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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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D. 4

【答案】A

【2018 年】某 5层购物中心，建筑面积 80000m2，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该购物中心在营业期间的防火巡查应当至少( )。

A. 每日一次

B. 每八小时一次

C. 每四小时一次

D. 每两小时一次

【答案】D

【2015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 ）进行一次演练。A、月

B、季度

C、年

D、半年

【答案】：D

【解析】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按照预案进行一次演练；其他单位至少每年组织一次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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