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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共同组织有关专家，对《保安员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2014年修订）》进行修订，制定了《保安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以

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以下简称《大典》）

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

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保安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

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

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根据保安队伍实际情况，对部分等级的申报年限和有关条件进行了调整。 

——根据保安行业发展情况，对工作要求中的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

识要求进行了更新和调整。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协会。主要

起草人有：顾岩、孙廷华、汪捷、李先喜、童勤久、张令奎、虞钢、方福来、孙国强、李长

生、伏天、张俊杰。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保安协会、北京市公安局、

陕西保安协会、华信中安（北京）保安服务公司、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北京振远护卫中心、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池世才、赵渊明、陈震宇、郭太生、王

文柱、牛力、舒立成、张绪梁、裴岩、郭立志、张宏杰、刘卫红、焦炳军、王树友、王景坤、

范昱、殷卫宏、贺轶谨、郭燕茹、杜根茂、李志极、杨志忠、赫楠、石小迎。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荣庆华、葛

恒双、张灵芝、朱纪銮等专家的指导，以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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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保安员 

1.2  职业编码 

4-07-05-01 

1.3  职业定义 

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安全防范服务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和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观察、理解、表达、判断、应变、协调、执行等能力，具备良好的身

体灵活性和动作协调性。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1工作 1年（含）以上。 

（2）军队及武警部队退役义务兵。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1相关职业：安全员、消防员、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工程技术人员、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保卫管理员、

应急救援员、智能楼宇管理员、安检员等涉及公共安全的职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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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

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职业院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4）军队及武警部队退役的下士士官，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职业院校毕业证

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

级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军队及武警部队退役的中士士官及以上军衔获得人员，或者具有公安工作经历 5

年以上人员，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3）具有 15 年以上治安保卫、保安管理工作经历，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

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4）具有 15年以上公安工作经历，或者军队及武警部队具有少校及以上军衔退役军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 25年（含）以上公安、治安保卫、保安管理工作经历，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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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或上机方式。技能考核采用

现场操作或模拟操作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分（含）以

上者为合格。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还须进行综合评审。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3，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

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内进行，应设置智能识别系统。技能考核在室内或室外进行，

须配备体能训练器材、保安执勤装备、主动防卫装备、被动防护装备、紧急救护器材、常用

灭火器材和设备、常用防卫器材，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

查系统等主要设备，以及常用车载技术防范设备、安全防范监控报警模拟系统平台、安全检

查设备器材和仿真辨识系统、仿真运钞车等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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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3）文明值勤，热情服务。 

（4）强健体魄，见义勇为。 

2.2 基础知识 

2.2.1 基础理论知识 

（1）保安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 

（2）保安服务的概念和性质。 

（3）保安服务公司和保安培训机构的职责和设立条件。 

（4）保安员的职责和权利。 

（5）保安员的基本素质和行为规范。 

2.2.2 专业基础知识 

（1）保安勤务知识。 

（2）自我防卫知识。 

（3）犯罪预防知识。 

（4）安全技术防范知识。 

（5）消防安全知识。 

（6）交通安全知识。 

（7）紧急救助常识。 

（8）计算机与互联网知识。 

（9）心理健康知识。 

（10）职业礼仪常识。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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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知识。 

（12）《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相关知识。 

（13）《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4）《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5）《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6）《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17）《物业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http://www.baidu.com/link?url=b5899f0cf63128144265f009ee8dafdfd1fadb97284eb3ef6f848785ff9d59283c53e6ff77d6b4dc71ba15856ffadd0d0cb1481cad619cb6be40efa30f055f439770738ec2e8b5c3e12278b1d7fdc72b7e57004239c28937a7695647a2ecd97acd041b280351f4d5f501defbc84a78c833a036a991e9a578510549c648ed53f2e666a05c3bf45e29b517e2f77587d1edacccec4eac0978e2ad2b44496861b822b703b932ddf3042608da04aad4e8a38212ba5e11c8e0294a93a824a046fb2fe5d0cf370f24c00cfe09fbe32057843c226e5f14e5edaeb380980fc537421bd8a9ecc930e8789f8c1e6d4c81f551f772ba0acb90ff7779e89a08305992cb5fa58a816b57f9b0c6c4ffb23e970bf362c26434d98413b2f1f8a454f778b7294b1a77b0bd31d08c1c9f9680125dc1b1fd170acb7491c3eee6a8a48b0081e64bae32646c726d0f4c7d745ee1341a2b50423c8a0b569e1255a5c490fb2d95369c71ebac5573358cc3c0659257bfcf546427d385e9f16372b11e4c715bd063f41c6375a12efe69ab3ad2e80fb108a01461b8cd44818624a4d1580c63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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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守护 

1.1 出入

口守卫 

1.1.1 能查验出入人员、车辆的证

件，办理出入手续 

1.1.2 能辨识出入人员、车辆和携

带物品的异常现象并报告 

1.1.3 能操作出入口安全设备设

施，控制车辆、人员和物品进出 

1.1.4 能处置出入口发生的突发事

件 

1.1.1出入口守卫的特点和主要任务 

1.1.2出入口守卫操作规范 

1.1.3 查验证件和登记车辆、物品信

息基本方法 

1.1.4报告和报警的程序及方法 

1.1.5 常用出入口安全设备设施操作

方法 

1.1.6出入口常见突发事件处置方法 

1.2 目标

守护 

1.2.1 能发现并处置守护目标区域

内可疑人员、物品以及其他安全隐患 

1.2.2 能对守护目标区域发生案

（事）件现场进行保护 

1.2.1目标守护操作规范和守护方法 

1.2.2 可疑人员、物品的特征和处置

方法 

1.2.3 常见安全隐患的种类、特征和

处置方法 

1.2.4案（事）件现场保护方法 

1．3 车辆

指挥 

1.3.1 能维持管辖区域车辆进出、

停放的秩序 

1.3.2 能操作管辖区域车辆进出管

理系统 

1.3.3 能运用车辆指挥手势指挥车

辆 

1.3.4 能维持管辖区域交通事故的

现场秩序 

1.3.1车辆安全管理规定 

1.3.2 停车场（库）管理系统的操作

方法 

1.3.3车辆指挥手势的规范和要求  

1.3.4 管辖区域内发生交通事故的应

急处理方法与要求 

2.巡逻 
2.1 巡逻

准备 

2.1.1能使用巡逻装备和器材 

2.1.2能对巡逻区域进行现场勘查 

2.1.3能识读巡逻勤务方案 

2.1.1巡逻的职责、任务和要求 

2.1.2 巡逻区域现场勘查基本内容和

要求 

2.1.3巡逻勤务方案的规范和要求 

2.1.4 巡逻装备和器材使用方法和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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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巡逻

实施 

2.2.1 能发现巡逻区域内的可疑人

员或物品 

2.2.2 能处置巡逻中发现的异常情

况 

2.2.3能对巡逻区域进行警戒 

2.2.4 能使用应急设备和防护器材

处置突发事件 

2.2.5能填写巡逻记录 

2.2.1巡逻的操作规范 

2.2.2 巡逻区域可疑人员或物品的主

要特征和询问方法 

2.2.3 巡逻中异常情况的处置方法和

要求 

2.2.4巡逻区域警戒规范和要求 

2.2.5 巡逻记录的填写内容、规范和

要求 

2.3灭火 

2.3.1能在发生初期火灾时报警 

2.3.2能识别并使用各类灭火器 

2.3.3 能连接消防栓、水带和水枪

喷水灭火 

2.3.4能在火场中疏散人员与自救 

2.3.1物质燃烧和防火的基本原理 

2.3.2发生火灾的报警方法和要求 

2.3.3 常用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要

求 

2.3.4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 

2.3.5 火场中疏散人员与自救的方法

与要求 

2.3.6及时发现火灾隐患的方法 

2.4 紧急

救助 

2.4.1 能通过指压、加压包扎和止

血带等止血方法紧急止血 

2.4.2 能进行头部、四肢创伤的包

扎以及四肢骨折后的固定 

2.4.3能实施心肺复苏 

2.4.1现场紧急救助基本知识 

2.4.2止血包扎的一般方法与要求 

2.4.3 包扎和骨折固定的一般方法与

要求 

2.4.4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与要求 

3. 安全

检查 

3.1 人员

检查 

3.1.1 能使用安检设备或徒手对受

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3.1.2 能发现并处置人员安全检查

现场异常情况 

3.1.3 能填报人员安全检查记录与

报告 

3.1.1安全检查基础知识 

3.1.2人员安全检查的程序和要求 

3.1.3 常用的人员安全检查仪器功能

和使用方法 

3.1.4 人员安全检查现场异常情况处

置方法和要求 

3.1.5 人员安全检查记录与报告填报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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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品

检查 

3.2.1 能区分违禁品、危险品和限

带品 

3.2.2 能操作常用安检设备发现可

疑物品 

3.2.3 能操作安检设备对可疑物品

进行区分排查 

3.2.4 能对排查出的违禁品、危险

品和限带品进行处置 

3.2.1 违禁品、危险品和限带品基本

知识和辨识基本方法 

3.2.2物品检查基本程序和方法 

3.2.3 常用物品检查设备使用方法和

注意事项 

3.2.4 违禁品、危险品和限带品处置

基本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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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检

查 

1.1 车辆

检查 

1.1.1能徒手或操作车辆安全检查专

用设备对车辆进行检查 

1.1.2能辨识车辆藏匿的禁带物品 

1.1.3能处置车辆安全检查中发现的

异常情况 

1.1.1车辆安全检查基本知识 

1.1.2检查车辆的程序和方法 

1.1.3 车辆易藏匿禁带物品部位的

检查方法 

1.1.4 常用车辆检查设备的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 

1.1.5 车辆安全检查中异常情况的

处置方法和注意事项 

1.2 场所

检查 

1.2.1能对不同类型场所进行现场勘

察并填写报告 

1.2.2能识读现场安全检查方案 

1.2.3能识别不同类型场所内存在安

全隐患的物品及装置 

1.2.4能处置检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

物品及装置 

1.2.1 识别不同任务安全隐患的基

本常识 

1.2.2 场所安全检查基本信息采集

规范 

1.2.3 识别不同类型场所安全隐患

的基本常识 

1.2.4 处置存在安全隐患物品及装

置的基本方法 

2.随身 

护卫 

2.1 任务

准备 

2.1.1能收集随身护卫任务相关信息 

2.1.2能预判随身护卫过程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 

2.1.1随身护卫的概念 

2.1.2随身护卫基本信息采集规范 

2.1.3 随身护卫任务中常见安全隐

患的类型和辨识方法 

2.2 任务

执行 

2.2.1能徒手或使用装备、器具保护

随身护卫对象 

2.2.2能处置随身护卫任务中出现的

突发情况 

2.2.1随身护卫任务规范和守则 

2.2.2 随身护卫安全措施和控制要

求 

2.2.3 随身护卫任务中常见突发情

况处置方法 

2.3防卫 

2.3.1能运用防卫技术实施自我保护 

2.3.2能运用控制反抗技术制止不法

侵害 

2.3.3能使用保安棍、盾、钢叉制止

不法侵害 

2.3.1自我防卫的方法和要求 

2.3.2保安棍、盾、钢叉的使用方法

与注意事项 

2.3.3 有限度的一对一实战对抗和

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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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技

术防范 

3.1操作

设备 

3.1.1能操作入侵报警系统 

3.1.2能操作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3.1.3能操作出入口控制系统 

3.1.4能操作电子巡查系统 

3.1.5能操作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3.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基本功

能 

3.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操作方

法和要求 

3.1.3 操作设备中异常情况的处置

方法和要求 

3.2 报警

研判 

3.2.1能判别报警信息的类型 

3.2.2能复核报警信息并判断报警原

因、位置、紧急与重要程度 

3.2.3能及时报告有效警情并记录 

3.2.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报警信息

基本类型和特征 

3.2.2 报警信息研判基本方法和要

求 

3.2.3 报警信息复核基本方法和规

范 

4.保安应

用写作 

4.1 填写

工作记录 

4.1.1能填写纸质工作记录 

4.1.2能填写电子工作记录 

4.1.1工作记录的种类 

4.1.2工作记录的填写要求 

4.2 撰写

常用文书 

4.2.1能依照通知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撰写通知 

4.2.2能依照计划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撰写工作计划 

4.2.3能依照总结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撰写工作总结 

4.2.4能依照报告的写作方法和要求

撰写情况报告 

4.2.1常用文书的种类与适用范围 

4.2.2通知、计划、总结、报告的写

作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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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武 装

守押 

1.1 武装

押运 

1.1.1能对武装押运任务进行实地勘

察和安全风险分析 

1.1.2能编制武装押运任务实施方案

1.1.3能办理押运物品的交接手续 

1.1.4能操作车载技防设备进行安全

防范 

1.1.5能处置武装押运勤务中突发事

件 

1.1.1武装押运操作规程 

1.1.2 武装押运任务实地勘察和安

全风险分析方法 

1.1.3 武装押运任务实施方案编制

方法和要求 

1.1.4各类押运物品交接手续、清点

方法 

1.1.5 武装押运中的问题检查方法

和主要防范措施 

1.2 武装

守护 

1.2.1能对武装守护任务进行安全风

险分析 

1.2.2能编制武装守护任务实施方案 

1.2.3能对驻守区域设岗布哨 

1.2.4能辨识、消除武装守护中的安

全隐患 

1.2.5能处置武装守护中突发事件 

1.2.1武装守护操作规程 

1.2.2 武装守护任务安全风险分析

方法 

1.2.3 武装守护任务实施方案编制

方法和要求 

1.2.4设岗布哨原则和方法 

1.2.5 武装守护中常见安全隐患检

查和消除方法 

1.2.6 武装守护中突发事件处置原

则和方法 

2. 随 身

护卫 

2.1 任务

准备 

2.1.1能对随身护卫对象的活动区域

进行现场勘察及风险评估 

2.1.2能编制随身护卫任务方案和应

急处置预案 

2.1.1 随身护卫任务风险评估基本

知识 

2.1.2 随身护卫任务方案编制方法

和要求 

2.1.3 随身护卫应急处置预案编制

方法和要求 

2.2 管理

实施 

2.2.1能现场处置随身护卫任务中出

现的突发事件 

2.2.2能培训指导随身护卫执行任务

人员 

2.2.1随身护卫中协调、组织各种资

源的要求和技巧 

2.2.2 随身护卫中突发事件处置方

法 

2.2.3 随身护卫任务人员培训内容

和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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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 全

技 术 防

范 

3.1 系统维

护 

3.1.1能处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常见

故障 

3.1.2能巡检维护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3.1.3能维护系统管理日志、用户数

据、视音频和报警数据 

3.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常见故障

判断方法 

3.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常见故障

处置基本方法和要求 

3.1.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常用维修

工具的使用方法 

3.1.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巡检维护

方法和要求 

3.1.5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管理日志、

用户数据、视音频和报警数据维护基本

方法和要求 

3.2 系统保

养 

3.2.1能对前端设备进行日常保养 

3.2.2能对安全防范管理平台硬件设

备进行日常保养 

3.2.1前端设备日常保养基本内容、

方法和要求 

3.2.2 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平台硬件

设备日常保养基本内容、方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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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安全技

术防范 

1.1 报警

运营服务技

术系统初步

设计 

1.1.1 能编制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入网用户勘查报告 

1.1.2 能编制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初步设计方案 

1.1.3 能对入网用户的联网报警运营

服务合同技术要求的合理性进行审核 

1.1.1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入网

用户现场勘查的基本内容和勘查方

法 

1.1.2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入网

用户勘查报告撰写的基本要求 

1.1.3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初步

设计方案的基本内容和编制要求 

1.1.4 安全技术防范项目费用预算

的基本内容 

1.1.5 安全防范报警联网技术服务

保障的基本要求 

1.2 报警

运营服务技

术系统运行

管理 

1.2.1 能评价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运行质量和效能水平 

1.2.2 能配置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管理平台管理资源信息 

1.2.3 能编制报警运营服务现场处置

方案 

1.2.4 能编制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运行应急事件处置预案 

1.2.5 能编制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

运行维护保养计划 

1.2.1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主要

功能检查和运行质量评价方法 

1.2.2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管理

平台管理资源信息配置方法 

1.2.3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常见

应急事件预防和处置方法 

1.2.4 报警运营服务技术系统维护

保养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2.安全风

险评估 

2.1 安全

风险评估流

程 

2.1.1 能做好安全风险评估的相关准

备 

2.1.2 能进行安全风险识别 

2.1.3 能进行安全风险分析 

2.1.4 能进行安全风险评价 

2.1.4 能选择合理的风险应对方式 

2.1.1 安全风险评估的概念 

2.1.2 安全风险评估的常用方法 

2.1.3 安全风险评估所需信息的

采集方法 

2.1.4 安全风险识别的方法与应

用 

2.1.5 安全风险分析的主要内容 

2.1.6 安全风险等级计算方法 

2.1.7 风险接受准则 

2.1.8 安全风险应对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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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

风险评估报

告编制 

2.2.1 能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2.2.2 能根据风险评估结论提出有效

的风险防范建议 

2.2.1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的基本

格式和编制要求 

2.2.2 提出风险防范建议的原则 

2.2.3 安全风险评估相关文档记

录方法 

3. 保 安

项目管理 

3.1 保安

项目规划 

3.1.1 能撰写保安服务项目市场调研

方案 

3.1.2 能撰写保安服务项目可行性报

告 

3.1.3能撰写保安服务项目投标书 

3.1.4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合同书 

3.1.5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预算书 

3.1.6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3.1.1保安服务市场调研方法 

3.1.2 保安服务项目市场可行性分

析方法 

3.1.3保安服务招投标方法 

3.1.4保安服务合同拟订方法 

3.1.5 保安服务项目预算书编制方

法 

3.1.6 保安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方法 

3.2 保安

项目实施 

3.2.1 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实施任务

书 

3.2.2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管理制度 

3.2.3 能编制保安服务项目实施过程

监督指导纲要 

3.2.1 保安服务项目任务书编制方

法 

3.2.2 保安服务项目组组建方法和

职责 

3.2.3 保安服务项目管理制度编制

方法 

3.2.4 保安服务项目实施过程监督

指导方法 

4.保安应

急处置 

4.1 突发

事件处置准

备 

4.1.1能编制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4.1.2 能组织保安员按照预案进行培

训及演练 

4.1.3 能使用突发事件处置的装备与

设施 

4.1.1 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特征

及处理方法 

4.1.2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编制方法

和要求 

4.1.3 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和演练内

容和要求 

4.1.4 突发事件处置的装备与设施

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4.2 突发事

件处置实施 

4.2.1 能识别和研判突发事件发生的

原因和危害 

4.2.2 能按照突发事件的预案组织实

施 

4.2.1 突发事件先期出现的征兆和

表现形态 

4.2.2突发事件处置的原则、程序、

条件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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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能对突发事件进行总结并调整

预案 

4.2.3 突发事件处置总结报告的内

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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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1.1 安全

风险评估实

施 

1.1.1 能对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进行总体策划 

1.1.2 能制定安全风险评估计划 

1.1.3 能组织实施安全风险评估工

作 

1.1.1 安全风险评估计划的主要内

容 

1.1.2 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的四个阶

段 

1.1.3 安全风险评估调查主要方法 

1.1.4 安全风险评估实施方案编制

注意事项 

1.2 安全

风险评估管

理 

1.2.1 能对安全风险评估过程进行

监督 

1.2.2 能对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进行

评审 

1.2.1安全风险评估管理的概念 

1.2.2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过程 

1.2.3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评审的基

本原则 

1.2.4 安全风险处理建议方案的主

要内容 

2.保安

业务管

理 

2.1业务

规划 

2.1.1 能组织编制企业保安业务发

展规划 

2.1.2 能组织设计企业组织结构 

2.1.3 能组织企业开展市场营销管

理 

2.1.4 能组织编制企业保安业务管

理制度 

2.1.5 能组织企业开展人力资源管

理 

2.1.6 能组织编制企业保安业务质

量控制标准 

2.1.7 能组织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2.1.8 能组织编制企业保安业务过

程检查指导纲要 

2.1.1 企业保安业务发展规划编制

方法 

2.1.2 企业组织结构设立原则和常

用组织结构形态 

2.1.3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基本知识 

2.1.4企业文化建设内容和要求 

2.1.5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内容和要

求 

2.1.6 保安业务质量控制标准编制

规范 

2.1.7保安业务管理制度编制方法 

2.1.8 保安业务监督检查指导方法

和要求 

2.2 成本

与效率管理 

2.2.1 能组织进行保安业务的成本

管理 

2.2.2 能组织进行保安业务的效率

管理 

2.2.1 保安业务成本管理的内容及

要求 

2.2.2 保安业务效率管理的内容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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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 安

企 业 危

机管理 

3.1 保安

企业危机预

防 

3.1.1 能识别保安企业潜在的危机

事项 

3.1.2 能制定保安危机处置预案并

及时调整 

3.1.3 能对危机事件中企业形象进

行管理 

3.1.1保安企业潜在危机识别方法 

3.1.2保安危机处置预案制定方法 

3.1.3 危机事件中保安企业形象管

理方法 

3.2 保安

企业危机处

置 

3.2.1 能制定保安企业危机事件解

决方案 

3.2.2 能按照预案和解决方案进行

处置 

3.2.3能进行保安危机恢复管理 

3.2.1 保安企业危机事件解决方案

的制定规范和要求 

3.2.2 保安企业危机处置方法和要

求 

3.2.3 保安危机恢复管理方法和要

求 

4. 培训

指导 

4.1 培训 

4.1.1 能组织编写保安业务培训教

案、讲义 

4.1.2 能组织编制企业保安业务培

训方案 

4.1.3 能进行保安业务培训教学组

织及教学成果考核 

4.1.1保安业务培训内容和要求 

4.1.2 保安业务培训教案、讲义编写

方法和要求 

4.1.3 保安业务培训方案编制方法 

4.2 指导 

4.2.1 能对各层级员工的工作能力

进行评估 

4.2.2 能指导低级别保安员的业务

工作 

4.2.1 能力评价的方法与工具 

4.2.2 保安业务指导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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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

工（%） 

四级/中级

工（%） 

三级/高级

工（%）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技

师（%）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20 20 20 20 

相关 

知识 

要求 

守护 25 - - - - 

巡逻 30 - - - - 

安全检查 20 20 - - - 

武装守押 - - 25 - - 

随身护卫 - 20 25 - - 

安全技术防范 - 25 25 20 - 

安全风险评估 - - - 20 20 

保安应用写作 - 10 - - - 

保安项目管理 - - - 20 - 

保安应急处置 - - - 15 - 

保安业务管理 - - - - 25 

保安企业 

危机管理 
- - - - 20 

培训指导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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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操作技能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初级

工（%） 

四级/中级

工（%） 

三级/高级

工（%） 

二级/技师

（%） 

一级/高级技

师（%） 

技

能

要

求 

守护 30 - - - - 

巡逻 35 - - - - 

安全检查 35 30 - - - 

武装守押 - - 35 - - 

随身护卫 - 25 30 - - 

安全技术防范 - 35 35 25 - 

保安应用写作 - 10 - - - 

安全风险评估 - - - 30 30 

保安项目管理 - - - 30 - 

保安应急处置 - - - 15 - 

保安业务管理 - - - - 35 

 
保安企业 

危机管理 
- - - - 25 

 培训指导 -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