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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纪 律

一、进入会议室必须按规定着装。

二、与会人员须准时参加会议，不得无故迟到或早退；

因故不能参会的，须在会前履行请假手续，未经同意不得缺

席或由他人代替参加会议。

三、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要精力集中，不得随意走动，

不得办理与会议无关的事项；手机关闭或调为振动状态。

四、与会人员不得中途退场（特殊情况须履行请假手

续），不得开“小会”，不得阅读与会议无关的报刊杂志等。

五、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期间参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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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传达提纲

一、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批示指出：安全生产重于泰山。2021 年，经过各方共同

努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同时风险挑战仍然很多，

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到各领域各环节，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能力；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加快完善安全监管

执法体制机制，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基础性工作；扎实推进

燃气、危化品安全集中治理，持续深化交通运输、矿山、建

筑施工、消防、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采取严格有力措施，解决突出矛盾问题，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国务院 1 月 17 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

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国务委员、国务院安

委会副主任王勇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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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全年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同时，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

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会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

发展和安全，按照“理直气壮、标本兼治、从严从实、责任

到人、守住底线”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安全生产的各项工

作，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国之大者”抓严抓实。强

化安全责任落实，落实好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党政同责”领

导责任和部门“三个必须”的监督管理责任，真正把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落细落到人。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在

各行业领域推广好的经验，推进新的突破，形成制度化成果。

大力开展“两个集中治理”，构建危化品重大危险源常态化

安全管控机制，加快推进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认真排查

和消除中小水电站安全隐患。继续加强监管执法，建好建强

专职队伍，做到有人管、有得力的人管，真正把违法行为管

住。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多渠道、多种方式加大安全投入，

推动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

三、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刘惠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安委会全

体会议，研究部署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省政府副省长何

树山、周喜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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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过去的一年，全省安全生产战线扎实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但安全生产基础总体薄弱，形势依然

严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按照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良性互动。要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全面排查交

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危险化学品、燃气、矿山及其他

各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及时堵塞风险漏洞。要不断提升智慧

化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应急救援联动体系，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责任，加快提升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能力，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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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加强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视频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一、全国加强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1 月 21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加强

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副主

任、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冬奥会安保的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

认清当前形势，明确目标任务，齐心协力狠抓落实，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确保冬奥会顺利举办、群众平安

过节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自然灾害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

接经济损失均明显下降。但要清醒看到，安全生产仍处于爬

坡过坎的艰难阶段，疫情冲击效应持续向安全生产领域传

导，“三重压力”下统筹发展和安全面临很大挑战。今年以

来，事故反弹势头仍在持续，暴露出安全生产领域多方面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即将迎来新冠疫情后的第三个春节，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更多，安全生产面临的挑战更大。春节期间

也是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多发时段。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

醒，深刻领悟、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具体的“国之大者”，强化忧患意识和

底线思维，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会议强调，要理直气壮，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防控。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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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至上”要更加坚定，切实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

定力；事故教训要深刻吸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狠抓事故

暴露出问题整改；安全责任要到岗到人，明确要求并督促正

常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像矿长带班下井一样在岗

在位，停工停产的也要有负责人值班带班。要盯紧看牢，严

防突击生产引发重大事故。对增产保供煤矿开展现场核查，

对打着保供旗号违法违规组织生产的依法严肃查处。深入开

展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整治，压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

任，加强线上抽查巡查。对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

和检维修作业的，提级管理。对建筑施工领域违法违规的问

题，加强重点治理，强化现场执法。紧盯工贸等领域粉尘涉

爆、钢铁冶金、有限空间作业等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及高风险

作业环节，防控重大风险。要突出重点，坚决防控重大公共

安全风险。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控措施，加大道路

交通路面执法和管控力度，加强对大型综合体、商住混合体、

室内冰雪场所等重点场所消防检查，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安全监管，加强燃气、旅游以及民

航、铁路、特种设备、民爆、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等行业领

域隐患排查和执法检查，严防漏管失控酿成事故。要强化应

急准备，全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有力应对冬季灾害，密切

监测雨雪冰冻灾情发展变化，超前落实针对性防范应对措

施，做实做细救灾救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温暖

过节；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从预案、机制、力量、物资等各

方面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高效安全处置灾害事故；强化值

班值守，每日组织分析研判，发现问题及时部署、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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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坚持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全力以赴做好冬

奥会应急救援安保各项工作。相关地区和赛区要强化安全管

控，切实担负起属地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提高设防等级，强

化协调联动，把防控责任和应对措施落细落实。涉奥场馆关

键环节要确保精准防控，按照“精细化、精准化”要求，责

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所有隐患问题在赛前“清零”，强

化全流程、全时段管控。应急救援要做到准备充分安全高效，

滚动研判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提前做好力量、装备、物资

准备，一体化推进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援安保工作。

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将组织 16 个督导组对各地工作落实

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各地也将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明查暗

访。

二、全省加强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1 月 21 日，国务院安委办加强春节冬奥期间安全防范工

作视频会议后，省安委办召开全省会议，贯彻落实全国会议

精神，部署我省相关工作。省安委会专职副主任张海阁参加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春节即将到来，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和全

国“两会”也即将开幕，今年还将召开党的二十大，重要节

日、重大活动叠加，大事喜事不断，敏感期“连点成线”，

营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意义尤其重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从衷心拥护“两

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以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警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认真落实“理

直气壮、标本兼治、从严从实、责任到人、守住底线”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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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工作要求，以做好安全生产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会议要求，要突出春运安保，加强流量调度和错峰管理，

强化雨雪冰冻、团雾大雾等恶劣天气交通引导管控，持续巩

固前期乡村道路安全专项整治成效，保障农民工、学生、探

亲等春运重点人群安全出行。要开展隐患排查，覆盖所有地

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梳理重大安全生产

隐患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整改措施，推动问

题彻底解决。要抓好两个治理，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

用 1 年时间开展城镇燃气安全和危化品安全专项治理，确保

无盲区、无死角、无遗漏，做到任务措施分解到位、风险隐

患排查到位、重点部位监管到位。要防范自然灾害，做好极

端天气、森林火灾、地质灾害防范，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准

确发布预警信息，防患未然。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要做好应急准备，针对

可能发生的大范围极端情况，进一步整合优化应急资源。要

开展能力测试，抓紧构建全省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

案全覆盖的应急预案体系，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测

试，加强队伍实战化、专业化训练。要健全联动机制，认真

落实《关于进一步健全我省灾害事故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暂

行规定》，规范信息报送和横向传递，建立“统”“分”结

合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实现统一指挥、部门协同、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有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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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
视频推进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1 月 13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召开全国危险化学品安

全风险集中治理视频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安排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

中治理工作，部署岁末年初重点工作，推动 2022 年危化品

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安全环境。国务院安委办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为期一年的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迫切需要，是巩固提升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持危化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的必然要求，要扎实开展风险集中整治，推动标本兼治，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行动、实

际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从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管责

任落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健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提升危化品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提升安全风险数字化智能化

管控水平等 5 个方面集中力量抓好重点治理措施落实。要健

全推进机制、细化落实方案、注重协同攻坚、强化督导调度、

强化创新实践，确保集中治理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保持高度警觉，加强监督检查和明查暗访，

-8-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格领导带班和值班值守，切实抓

好岁末年初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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埇安全［2022］1 号

关于印发宿州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埇桥区
反馈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直有关

部门：

《宿州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埇桥区反馈问题整改方

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高度重视，

坚持问题导向，确保问题和隐患整改到位，按时销号。

宿州市埇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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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埇桥区
反馈问题整改方案

2021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5 日，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

组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巡查。2022 年 1 月 5 日，市巡查

组就巡查有关情况进行反馈。为认真做好市安全生产第五巡

查组巡查反馈我区存在的问题整改工作，切实把各项整改措

施落到实处，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宿州市安全生产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有关

要求，切实将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坚持问题导向，

举一反三，深入查纠问题根源，全面排查整改问题隐患，建

章立制，堵塞安全漏洞，将巡查发现问题剖析到位、整改到

位，问责到位，处罚到位，有效提升全区安全生产水平。

二、整改内容

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反馈我区具体问题:安全发展理念不

够牢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上有差距；安全生产投入与保

障意识不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标准不高；安全生产事故防

范和查处不到位；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不深入等六个方面

问题。

三、整改时限

2022 年 2 月 20 日前所有问题隐患整改到位。

四、问题清单和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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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2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督

查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进一

步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责任意识，党政“一把手”

要亲自部署整改工作，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层层压实责任，

做到责任和措施到岗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举措、

最有力的保障，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此次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组巡查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松涛为组

长、区委常委副区长魏启宏为副组长、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

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区应急局

局长王飞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问题整改

工作。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成立整改工作领导组织机构

具体负责整改工作，确保按时销号。

（二）细化措施，强力推进。根据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

组反馈意见及区领导要求，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巡查反馈问题

进行了整理，具体问题、责任单位以及整改时限见附件 2。

各单位要根据巡查反馈问题清单，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建立

整改责任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标准、工

作措施和完成时限，认真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市巡查组反馈

问题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整改。

（三）举一反三，建立长效。各单位要以抓好此次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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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工作为契机，结合本辖区、本单位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特

点，突出重点部位，认真查找薄弱环节，聚焦隐患，切实加

大整改工作力度。未涉及此次整改任务的单位，也要举一反

三，保持清醒头脑，深入查摆存在本地区、本行业安全生产

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正视差距和问题，切实转化好、

运用好、拓展好巡查成果，着力推进本辖区、本单位安全生

产工作再上新台阶。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将对此次整改工作

进行督查，对搞形式、走过场，工作不重视，措施不到位，

不能按期整改落实的，将严肃追究责任。

请涉及隐患或问题的单位按照整改要求，立即安排部署

整改，并于 2 月 20 日前将整改报告（模板见附件 3）书面报

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销号，同时将问题或隐患

整改后的图片（文件资料）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联系人：王志远，联系电话：3703105；

邮 箱：yqqawb@163.com。

附件 1：区安全生产督查巡查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 2：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表；

附件 3：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报告（模板）。

-22-

mailto:yqqawb@163.com。


附件 1：

区安全生产督查巡查问题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杨松涛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魏启宏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王 斌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胡文娟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白存勇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叶于元 区委编办主任

杨 斌 区发展改革委（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任（局长）

朱 飞 区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

万尊东 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曹鹏程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 明 区民政局局长

赵晓伍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赵丽君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高 坡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王朝喜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高长贵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赵忠良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谭现亮 区水利局局长

姜劲松 区商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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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暾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喻 玮 区卫生健康委主任

夏 晓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光伟 区林业发展中心主任

祝永宏 市城管局埇桥分局局长

闫 韬 市公安局埇桥分局副局长

陈学凯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应急管理局，王飞兼任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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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第五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表

序号 反馈问题 整改措施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整改时限 办结状态 办结时间 整改进展情况 是否申请验收 是否验收 通过验收时间 是否销号 备注

01
2019年、2020年中心组各学习一次，没有按照要求
每半年组织一次学习和培训。

加强理论中心组学习，按照要求每半年一次，形成
长效机制。

区委宣传部 区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20日

02
埇桥区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的6个重大工程项
目，其中职业危害防治工程、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
文化建设工程没有开展评估。

开展职业危害防治工程、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文化
建设工程评估。

区应急局 区卫健委 2022年2月20日

03

2020年“1+11+N”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布置
会 议 ； 2021 年 埇 桥 区 政 府 没 有 召 开 埇 桥 区
“1+11+N”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1年度集
中攻坚实施方案布置会。

进一步推进“1+11+N”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在2022年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04
项目、产业在实施前进行评估，但未见实行重大安
全风险“一票否决”相关材料。

项目、产业在实施前进行评估，实行重大安全风险
“一票否决”制度，并完善相关材料。

区安委办

区发改委、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区住建局、区
交通局、区经信

局

2022年2月20日

05

区党委政府未建立履职评定、职务晋升、奖励惩处
与安全生产绩效挂钩制度。未见2020年度安全生产
考核文件资料，未把安全生产纳入政府工作报告的
重要内容。政府主要及分管同志以外其他班子成员
未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纳入述职报
告并作为重要内容。

建立履职评定、职务晋升、奖励惩处与安全生产绩
效挂钩制度。政府主要领导及其他班子成员按照“
三管三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纳入述职报告并作为
重要内容。

区委组织部
区政府办公室、

区人社局
2022年2月20日

06

个别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如：区
交通运输局；个别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对年度安全生
产工作作出具体内容安排部署，如：区经信局；个
别政府职能部门没有部分班子成员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督查的相关材料。没有赴基层查隐患促整改的台
账资料（只有安全检查图片，没有检查内容说
明），如：区城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等。

区交通局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区经信局召开有关会议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具体
内容安排部署；市城管局埇桥分局、区文化和旅游
局针对部分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督查已完
善检查表，并进行复核，建立整改台账。

区交通运输局
区经信局

区文化和旅游
局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07

《宿州市埇桥区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
》《宿州市埇桥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
施办法》等重要文件执行有差距，以上文件明确：
区级安全专项资金每年保证 200 万元，乡镇（街道
、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原则上由担任乡镇（街道、
园区）党委（党工委）委员的政府（办事处、管委
会）副职分管等内容。本次巡查发现2020年安全生
产预算及追加预算合计142.7万元，和要求的200万
缺口57.3万元。符离镇安全生产工作由未担任党委
委员的副镇长分管。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达到每年安全投入不少于200万
元标准，并与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

区财政局 符离镇 2022年2月20日

08

机构改革后，区内承担安全生产职责的水利、农业
、交通、公安、住建、应急、文化、经信等部门安
全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未得到总体加强，改革前1066
人，改革后965人，其中：区交通运输局减少70人。

增加承担安全生产职责的水利、农业、交通、公安
、住建、应急、文化、经信等部门安全监管执法人
员编制，加强各执法部门执法力量配备，确保执法
人员持证率达到90%以上。

区安委办

区人社局、区委
编办、区水利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交通局、市
公安局埇桥分局
、区住建局、区
应急局、区文化
和旅游局、区经

信局

2022年2月20日

09
区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进度缓慢，截止2021年10
月30日尚未开展合法性审查。

加快推进我区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及发布工作。 区安委办 / 2022年2月20日

10
2021年埇桥区政府层级未开展安全生产相关应急预
案演练。

提升埇桥区政府层级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应急预
案演练。

区安委办 / 2022年2月20日

11
规上企业389家，仅有34家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

制定措施，从2022年起，利用三年实际，确保全区
90%以上规上企业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

区应急局
区经信局

各乡镇（街道）
、园区，区直有

关部门
202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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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督导问题1439个，处罚77次，罚款168.5万元，处罚
率仅为5.4%，区住建局、文旅局、水利局没有安全
生产行政处罚；区应急局纳入重点监管生产经营单
位的执法检查覆盖率仅为52.3%；

增加承担安全生产职责的水利、农业、交通、公安
、住建、应急、文化、经信等部门安全监管执法人
员编制，加强各执法部门执法力量配备，确保执法
人员持证率达到90%以上。

区应急局
区住建局、区文
化和旅游局、区

水利局
2022年2月20日

13

个别单位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未在规定期限内复查，
存在超期复查，如：区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宿
州市金誉隆木业有限公司、宿州市埇桥区宿东竹木
业加工厂、宿州市绿宇木业有限公司单位时，未按
期复查。

严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程序，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相关材料填写，按照要求组织复查、验收，形成
闭环。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4

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未实现闭环管理，如：宿州
市祁东气体有限公司、中石化汽运加油站的执法监
督检查未开展复查。中石化宿州朱仙庄加油站、中
石化大唐加油站等有企业整改报告，但没有整改复
查意见书。

严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程序，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相关材料填写，按照要求组织复查、验收，形成
闭环。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5

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文书记录描述不清楚，如：
2021年9月2日区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中石
化宿州棉麻公司加油站，执法检查文书上写部分警
示脱落，未表述具体部位。

严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程序，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相关材料填写，按照要求组织复查、验收，形成
闭环。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6

对安全生产整改复查时发现新问题隐患没能继续跟
踪消除，如：延伸查企业时，宿州闼闼晨瑞木业有
限公司：2021年6月21日对5月21日作出的责令整改
问题进行复查时，发现新的问题，但未见对发现的
新问题进行复查。宿州汉泰化工有限公司：见2021
年2月25日现场检查记录，无责令限期整改意见书和
复查整改意见书。

严肃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程序，规范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相关材料填写，按照要求组织复查、验收，形成
闭环。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7

2020年4月17日，安徽鼎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高处坠
落事故，未形成评估报告。2021年4月22日宿州市强
华混凝土有限公司、2021年5月15日宿州市寰禧洗涤
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处理意见请示6月24日报
区政府，9月2日批复。宿州市2019年9月22日浪漫之
家酒店安全生产事故未结案，没有有关部门对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仅有情况说明
。

进一步加大事故企业风险隐患查处力度，针对事故
企业按照要求开展评估，广泛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警
示教育活动。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8

没有对辖区2019年以来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进行分
析研究对经验进行总结，未做到以案示警，推动行
业领域建立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

进一步加大事故企业风险隐患查处力度，针对事故
企业按照要求开展评估，广泛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警
示教育活动。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19 2020年未将安全生产业务培训纳入党校培训内容。
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纳入党校培训
内容。

区委组织部 区委党校 2022年2月20日

20
没有对宿州市寰禧洗涤服务有限公司今年发生的事
故全面总结教训，广泛深入开展培训教育。

对发生事故的企业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梳理盘
点，总结教训，举一反三，广泛开展培训教育。

区应急局 / 2022年2月20日

21

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没有闭环管理，如：2020年4
月30日、2021年8月15日中煤第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
港利东城一期工程；2021年9月6日宿州众望科技有
限公司有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没有整改复查意见
书。

立行立改，严格落实执法监督检查闭环管理，对查
处的每一个问题和隐患要“盯住不放、追踪到底、
整改到位”，做到有始有终、善做善成，切实提高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效能。

区住建局 / 2022年2月20日

22
物业服务企业、燃气企业检查执法文书不规范，燃
气企业仅有安全监督检查记录，没有整改复查意见
书。

立行立改，进一步规范执法文书的使用，严格落实
执法监督检查闭环管理，对查处的每一个问题和隐
患要“盯住不放、追踪到底、整改到位”，做到有
始有终、善做善成，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效
能。

区住建局 / 2022年2月20日

23

2021年3月17日埇桥区住建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对宿州市埇桥区爱民液化
气站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问题下达了责令停业整顿
的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四条、九十九条、一百零八条对宿州市物华液化
气有限公司3月19日，3月24日先后下达责令停业整
顿和关闭的通知，未予立案。

制定《埇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件线索
内部移交办法》，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和
立案程序。

区住建局 / 2022年2月20日

24
安全生产制度不规范，如：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未以正式文件下发。

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正式文件下发。 区住建局 / 2022年2月20日

25
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只有领导班
子成员职责分工。领导班子配备不足。

成立区交通运输局安全生产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细化局领导班子以及各部门安全生产职责。

区交通局 / 202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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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年度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计划制定不完善，未能
体现对重点行业和高危行业全覆盖。

进一步细化完善年度执法计划，对辖区内重点行业
和高危行业实施全覆盖。

区交通局 / 2022年2月20日

27
部分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不能闭环管理，安全生产检
查记录表与责令限期整改书和整改复查意见书不能
做到一一对应。

严格安全执法检查程序，做到检查复查意见与责令
整改指令书一一对应。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加
强执法流程闭环管理。

区交通局 / 2022年2月20日

28 没有制定2019年、2020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1.加强《安全生产法》的学习，提高安全生产意
识，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要性。2.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分析，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
行的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3.强化年度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确保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
作落到实处，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29
对未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企业，没有制定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的抽查计划和内容。

1.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落实，加大对局管辖的市政工程公司、园林绿化公
司、环卫保洁公司的监督检查。2.完善安全生产年
度监督检查企业名单，充分利用“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方式，对局管辖企业实施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
。3.完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和内容，强化
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检查工作落实。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30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行政处罚次数少，2019年以来安
全生产处罚仅1次，罚款2000元。

加强《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法》的学习，提高
安全生产执法水平；加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力度，
依法严查城市管理领域违法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
加强执法队伍管理，坚持文明执法、公正执法。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31 没有日常执法检查文书。

加大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执
法人员制作执法检查文书的能力和水平，确保行政
执法行为合法规法；制作完善日常执法检查文书，
加强日常执法的档案管理。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32
除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有检查督查及
赴基层查隐患促整改材料，其他班子成员未见安全
检查相关材料。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职责落
实，建立完善局党组班子成员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制度；完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台账，强化台账管
理，确保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问题整改、督查复核
形成闭环。

市城管局埇桥
分局

/ 2022年2月20日

3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制定不规范，未能体现
对重点行业领域企业检查全覆盖。

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制定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已对全区文旅市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全
覆盖。

区文化和旅游
局

/ 2022年2月20日

34
执法检查未能实现闭环管理。执法检查文书制作不
规范，没有检查责令整改通知书和复查整改意见书
。

已规范执法检查，实行闭环管理。针对检查发现问
题，已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认真复核，完善复查整
改意见书。

区文化和旅游
局

/ 2022年2月20日

35
分管领导对分管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检查督
查，但未见查隐患、促整改具体材料。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对部分班子成员分管领域安全
生产督查已完善检查表及隐患整改材料。

区文化和旅游
局

/ 2022年2月20日

36 2019年以来没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处罚案卷。
加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安全生产违法违
规立案查处工作。

区文化和旅游
局

/ 2022年2月20日

37
无2019年、2020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2021年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制定不规范，未能做到对重
点企业和高危行业体现全覆盖。

规范制定2022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做到对行
业主管的重点企业和高危行业全覆盖。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38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未实现闭环管理，没有整改复查
记录，没有移交移送安全生产案件。

做到安全监督检查实现闭环管理，详细记录整改复
查结果，若发生安全生产案件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
移交。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39 没有制作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认真制作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将隐患排查治理落实
到位.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40
党组未对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具体内容安排部署
。

认真记录党组对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具体内容安排部
署。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41
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制度不规范，
如：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以文件形式下
发。

以红头文件下发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42
承担民爆行业安全生产执法监管，但没有安全生产
执法监督检查队伍。

向区编委办、区应急局积极汇报，请求增加安全生
产执法监督检查人员编制，增配执法工作人员。

区经信局 / 2022年2月20日

43
建立本单位牵头的联合执法制度，没有执法监督检
查处罚案例。

建立本单位牵头的联合执法制度，进一步加大执法
力度，规范执法监督检查处罚案例报送。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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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和高危企业没有建立企业监管名
单。

建立本辖区重点企业和高危企业监管名单。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45
没有制定安全生产执法督检查计划，监督检查没有
整改复查记录。

制定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计划，规范检查文书制
作按期复查，形成闭环。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46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未以正式文件下发。 规范安全生产相关文件，规范发布程序。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47
2019年中心组学习、党组学习没有安全生产相关内
容。

进一步加强党工委中心组学习安全生产内容，按要
求记录。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48
2019年、2020年未见党委对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作出
具体安排部署。

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定期召开
党工委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沱河街道办事
处

/ 2022年2月20日

49
没有制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没有开展委托安
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

制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健全安全生产监督体
系，委托有执法权限部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

符离镇 / 2022年2月20日

50 没有本级财政安全生产经费列支情况。
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10万元，建立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保障制度，

符离镇 / 2022年2月20日

51
未按照《宿州市埇桥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制实施办法》第五条要求，落实原则上由党委委员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鉴于符离镇班子刚搭建完成，下一步镇党委将进行
分工调整

符离镇 / 2022年2月20日

52
其他班子成员检查督查赴基层查隐患促整改，没有
图片、检查清单等。

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规定，分管其他行业领域
负责人按要求部署、检查、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符离镇 / 2022年2月20日

53 有安全生产年度工作计划，未见详细部署情况。
分析我镇企业安全生产形势，存在哪些问题和不
足，研究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符离镇 / 2022年2月20日

54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查
图片，未见查隐患、促整改的材料。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到企业进行检查同时，完
善现场检查记录及限期整改通知单等相关资料。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55
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有记录，无责令限期整改通
知书和整改复查意见书。

完善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形成闭环机制。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56 未见2019年以来安全生产问题移交移送记录。 对于未按要求完成隐患整改的企业及时移交移送。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57 没有开展安全生产委托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委托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58 没有具体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列支情况。 完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预算及列支情况。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59
没有针对辖区内安全生产事故制定安全生产防范措
施，开展警示教育。

制定防范措施，积极开展警示教育。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60 没有提供2019年、2020年会议学习记录。 整理完善2019、2020会议学习记录。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61
未按照《宿州市埇桥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制实施办法》第五条要求，落实原则上由党委委员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学习《宿州市埇桥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实施办法》实施办法，上报党工委专题会议研究。

宿徐现代产业
园

/ 202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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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

整改完成销号材料

责任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

责任单位主要责任人：_____________

验收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

验收单位主要责任人：_____________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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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改完成办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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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
问题整改办结报告(供参考)

区安委办：

根据安排，现将 XXX（单位名称）关于 XXX（交办件编

号）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

上级交办问题。

二、整改工作安排部署情况

区××（单位名称）单位牵头，××（单位名称）单位

配合（可参照交办单）。

三、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及成效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经过整改，XXX（单位名称）对于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

查反馈问题 XXX（交办件编号）已整改完成，特此申请验收

销号。

××单位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交办件编号为附件 2 中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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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巡查组巡查反馈问题
整改支撑材料

请提供整改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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埇安办〔2022〕1 号

关于深入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患集中
排查整治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关于做好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根据区

政府领导批示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

患集中排查整治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 2022 年 2 月底，为期 2 个月。

二、排查方式

（一）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对全区所有辖

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重点突出危险化学品、非煤矿

山、消防、森林防火、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设施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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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燃气、教育、旅游、特种设备、工贸、民爆物品、烟花爆

竹、供水、电力、煤矿等行业领域，以及针对近期省内外重

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开展排查整治。

（二）坚持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各乡镇（街道）、

园区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

须”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排查整治；区有关部门要针

对重点辖区和重点企业，开展“四不两直”暗查暗访。

（三）坚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各乡镇（街道）、

园区及有关部门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

纠。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组织对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

位进行全覆盖检查。

（四）坚持监督检查与联合执法相结合。各乡镇（街道）、

园区及有关部门要实行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坚决曝光一批

重大隐患、惩治一批典型违法行为、通报一批失信企业、取

缔一批非法违法企业、关闭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

业。针对事故多发、问题多发的领域和地区，点对点下发警

示、整改通知书，落实整改措施。

三、排查重点

（一）非煤矿山：要以外包施工队伍为重点，加强非煤

矿山日常安全监管，落实管控措施，加大突击检查、暗查暗

访频次，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敢于动真碰硬，严肃查处。

（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公安分局、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加，各涉非煤矿山乡镇落实属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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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企业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

制和冬防措施落实情况；开（停）车、检维修安全风险防控

情况；动火等特殊作业规范化管理情况；精细化工安全整治

“四个清零”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分类整治措施落实情况；加

强危险化学品等危险货物运输和危险废物安全管理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交通运输局、

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等参加，各涉危化品乡镇、街

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三）道路交通：重点检查落实道路交通“三必

上”“五必上”建设和“千灯万带”示范工程情况；对照省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挂牌整治的 249 处公路安全隐

患，检查落实治理情况；严查“三超一疲劳”以及无证驾驶、

货车非法载人、酒驾、醉驾等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交通违

法行为情况；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应急装备、物资储备情

况；“两客一危”重点车辆监管监控情况；运输经营者市场

准入、营运车辆安全状况、营运车辆驾驶员从业资格和客运

站的安全监管情况；公路危险路段排查治理和养护维修作业

安全措施、交通疏导和施工安全监管的情况；打击未取得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跨省跨市道路客运经营、车辆超限

超载超员等非法违法行为情况。（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各乡

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四）建设施工：重点检查房屋建筑和公路、水利和电

力等工程建设预防坍塌、高处坠落、起重机械事故措施情况；

深基坑、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各类桥梁涵闸及高边坡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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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预防建筑施工涌水、突泥事故等

措施落实情况。（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

利局、城郊供电公司、埇桥供电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落实，各

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五）水上交通：重点检查运输船舶通信、消防、救生

等安全设备配备、保养情况；渡口渡船专项整治推进完成情

况；码头、航道安全基础设施、应急设施设备建设情况。（区

交通运输局牵头，各涉水上交通乡镇、街道落实属地责任）

（六）消防：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

高层建筑、地下空间、文物古建筑等单位和场所的消防安全

责任制、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

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制定及演练情况；建筑之间防火间距、消防车通道、建筑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防火分区设置情况；火灾自动报警、自

动灭火和防排烟系统等自动消防设施及消火栓系统运行情

况；经营性场所室内装饰材料防火性能情况；生产、储存、

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场所设置位置情况；使用领域

的消防产品质量情况。（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区公安分局

参加，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七）森林防火：重点检查防火期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

情况；开展风险会商研判情况；春节和“两会”等重点敏感

时段对风景名胜区、林区输配电、公墓、坟场等重点部位开

展森林防灭火督导检查情况；森林火灾预案修订情况；多手

段、多渠道、多形式防灭火宣传教育情况；野外火源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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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动开展情况；重点区域扑火队伍部署和各级值班值守落

实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林业发展中心参加，各乡

镇、街道落实属地责任）

（八）民爆物品：重点检查民爆企业作业现场管理，重

要设备设施维护保养，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备案、

应急救援物储备等，冬季防火、防静电、防冰雪灾害和危险

品运输安全措施落实，节假日期间值班值守，停复工安全检

查制度落实等情况。（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区公安分局

参加）

（九）特种设备：重点检查供暖锅炉、供气供暖压力容

器和压力管道、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以及学校、商场、车

站、旅游景区、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

等特种设备的检查维护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区市场监管

局牵头，区文化旅游局参加）

（十）烟花爆竹：重点检查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许可

条件“回头看”情况；开展烟花爆竹“打非”联合执法，依

法查处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储存、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行为情况；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店（点）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和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公

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参加，各乡镇、街道、

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十一）工贸：重点检查 10 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有

限空间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25 项、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 20 项重点事项落实情况；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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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紧盯造纸、酱腌菜和附属污水处理系统等易发生有限

空间事故的企业情况；冬季粉尘防爆、煤气、检维修、高处

作业等关键环节安全防范工作落实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牵

头，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十二）城镇燃气：重点检查推进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

治，加强城镇燃气管道和设备巡查情况；督促餐饮场所安装

报警装置情况；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合肥模式”情

况。（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加，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十三）电力：重点检查电力企业安全生产和保供工作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电网密集通道和重要输变电设备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发电设备运行维护和设备消缺情况，机组非停

和虚出力情况；电力建设施工、检修、改造等作业安全风险

管控情况，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管理情况，作业人员安全教育

培训和交底情况；电力应急能力建设情况，应急预案编制和

演练情况。（区发展改革委牵头，城郊供电公司、埇桥供电

公司参加，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十四）教育：重点检查校园安全专项整顿工作推进情

况；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四个 100%”达标成效巩固

深化、长效机制建立完善情况和校园防坠楼装置建设情况；

学校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

安全管理情况；防滑冰溺水、煤气中毒等安全教育宣传开展

情况；学校实验室安全、校舍安全和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情况；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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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育局牵头，区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住建局】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加，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属地责任）

（十五）旅游：重点检查旅游景区索道、缆车、摆渡车

辆、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维护保养情况；旅行社旅游包

车“五不租”落实情况；旅游饭店卫生食品安全情况；公共

文化场馆消防器材维保情况；旅游景区、图书馆、上网服务

场所、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用火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

消防隐患情况。（区文化旅游局牵头，区交通运输局、区市

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参加，各乡镇、街道、园区落实

属地责任）

渔业船舶、农业机械、油气管道、煤矿等其他行业领域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园区及有关部

门要认真组织开展本辖区本行业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

治，细化工作方案，严格落实检查、执法和整改责任，对检

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登记造册、落实整改；对重大隐患要

一盯到底、挂牌督办，切实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二）广泛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园区及有关部

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微博微信等媒体，

加大宣传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宣贯《安徽省安全生产举

报奖励办法》，动员企业职工和社会群众举报各类事故隐患

和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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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肃问责问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零

容忍”，对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查处，既要对责任单位处罚

到位，又要对相关责任人员处罚到位，强力推进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对自查自改不认真、隐患整治不彻底、工作责任不

落实导致事故发生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

宿州市埇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6 日

-40-



埇安全〔2021〕17 号

关于发布2022年一季度全区重点行业领域
生产安全风险预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

一季度历来是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关键时期。交通运输、

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繁忙，人流物流车

流急剧增加，城乡供暖供气、用火用电需求旺盛，加之受雨

雪冰冻等极端恶劣天气及疫情影响，且恰逢“元旦”“春节”

“两会”等重大节日和活动，群众出行和民间民俗节庆集会

活动增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乡镇（街道）、园区

和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按照 12 月 27

日区安委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认真分析本地区、本

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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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集中攻坚活动，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为

做好当前安全生产防范工作，区安委会结合实际，特发布

2022 年一季度全区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风险预警。

危险化学品安全。一季度天气寒冷、气候干燥，危化企

业生产设施设备及管道等由于保温措施不当，检查不到位，

易发生原料及产品凝固堵塞或破裂造成泄漏；冬季生产作业

场所门窗关闭通风不良，泄漏的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产生聚

积，发生爆炸、火灾和群体中毒事故的风险加大。为此各乡

镇（街道）、园区和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抓好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输送管道、阀门及安全附件等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

加大储存罐区和管线的巡回检查频次，扎实做好防冻、防凝、

防火、防爆、防泄漏等预防工作。要加强检维修和动火等特

殊作业的安全管理，同时要把隔离、监护、应急等防范措施

全部落实到位，严防事故发生。进入有可能存在有毒有害气

体的封闭厂房、受限空间等场所进行作业，要严格执行相关

操作规程，做好通风置换和气体分析，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防范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气体中毒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一季度恰逢“元旦”“春节”“两会”

等重大节日和活动，是交通运输的繁忙季节。加之冬春季节

交替，雨雪、冰冻等天气增多，路面结冰打滑，车辆难以掌

控，发生道路交通肇事概率加大。各乡镇（街道）、园区、

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交通监管部门，要重点关注驾驶员操作

行为的监管，严禁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和分心驾驶；要重点

关注常压罐和易燃易爆易致毒物品运输，严把驾驶员和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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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持证上岗关；重点关注国、省干道、重点桥梁的安全治理，

严格管控措施；要突出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车型，严

肃查处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限运输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加强道路交通执法力度；要加大对危化品、

烟花爆竹运输监管力度，严格查处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违

法行为，提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强化极端天气的防范应

对工作，进一步完善冬季防雪、防雾、防风、防低温等各类

应急预案，做好必要应急物资的储备，切实提高各类灾害天

气的应对能力。学校寒假前后，要切实加强对校车的管理，

教育引导学生不乘坐没有资质营运的车辆，防止发生事故。

消防和森林防火安全。冬春季节，风干物燥，是火灾事

故频发期，特别是老旧民宅、宾馆酒店、商贸市场和大型娱

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因电气设备及线路老化、用火不慎

和建设工程内外墙体施工和装饰，若违规动火或操作不当等

极易引发火灾。元旦、春节临近，农村地区婚庆宴席迎来高

峰，各大商超开业、促销、庆典等活动接踵而至，可燃物相

对集中，人员密集，不利于人员和物资的疏散。各单位要认

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学校医院、

群租屋、高层建筑、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

加强对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检查和管理，对不具备安全条

件的各类人员密集场所要坚决停产停业整顿，坚决查封“三

合一厂房”和“多合一场所”。要广泛开展消防安全的宣传

教育工作，提高居民防火逃生的意识和技能，防范因电气设

备及线路老化、用火不慎、居民使用液化气发生泄漏造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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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事故。要加强对老海寺林场等重点林区防范区域、关键部

位的防火监管，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密切排查森林火险隐患，

强化森林防火宣传，严查森林火灾案件，严厉打击违法用火

行为，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一季度，受雨雪冰冻等极端恶劣天

气影响，给施工带来困难，发生坍塌、高空坠落、塔吊倒塌

折臂等建筑起重机械伤害以及触电事故风险加大。区住建等

部门要强化对建设工程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对深基坑、高大

模板支撑和塔吊与起重机械设备、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

方案审批、执行情况，脚手架、临时用电防护情况，临边防

护和施工现场、宿舍消防安全隐患情况，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建立问题清单，加强跟踪整改，形成闭环管理。各乡镇（街

道）要对辖区内农民自建房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检查、排查，

对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采取果断措施，该停工的责令

停工，该处罚的要进行处罚，坚决防范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

燃气安全。一季度，受冷空气影响，居民窗户处于关闭

或半关闭状态，如果燃气软管、设备老化，容易产生泄漏，

极易发生中毒、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管理等部门要按照《宿

州市埇桥区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要求，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全面排查燃气管网和涉及燃气各领域安全风险

隐患,摸清底数、强化措施,整改治理重大安全隐患、严厉打

击非法违法行为、依法严惩责任措施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

要把推动燃气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为重中之重，指

导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强化安全管理，提升安全水平。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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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整治行动，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责

令整改，并加强对整改过程的跟踪监督。要加大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燃气防爆安全知识。

粉尘防爆安全。冬春季节，由于涉尘企业门窗紧闭、通

风不畅，化工、纺织、建材、木材加工、粮食等企业如果通

风除尘系统存在问题，加之安全管理不善，引发粉尘爆炸事

故的机率加大。各乡镇（街道）、园区及各有关部门要依据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和

重点木制品、粮食食品、金属制品、农林副产品加工等粉尘

涉爆企业“十项重大事故隐患”，全面排查隐患，建立完善

粉尘涉爆企业工作台账，做到“一企一档、一隐患一措施”。

要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粉尘防爆危险

场所用收尘器防爆导则》等标准，认真开展隐患整改，严格

落实管控措施，把事故防范工作真正做到位。

有限空间安全。冬季有毒有害气体易大量积聚，各类生

产经营单位进入污水井、各类管网管阀井、料仓、储罐、地

下室、地窖等有限空间作业量加大，导致中毒窒息、燃爆等

事故风险的机率增加。各乡镇（街道）、园区、各有关部门

要督促企业抓好有限空间辨识工作，严格履行“先通风、再

检测、后作业”的要求，严禁未经通风和检测盲目冒险作业。

要进一步强化对从业人员危险辨识和避险常识的培训和教

育，作业前必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相关应急装备，严

禁因盲目施救造成二次伤害，导致事故伤亡人数扩大的情况

发生。冬春季节正处于取暖期，部分企业和居民特别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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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采用明火取暖。同时因天寒地冻，门窗紧闭，通风不

畅，加之冬季气压较低，煤炭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一氧化

碳，易发生多人窒息和煤气中毒事故。为此，要加大宣传力

度和日常巡查工作，提醒企业和居民安全用火、安全用气，

做好自我防范工作。

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一季度是烟花爆竹销售的旺季，因

销售、储存、运输、保管和燃放不当，导致烟花爆竹爆炸事

故机率加大，发生人员被炸伤、烧伤和重大火灾事故的风险

加大。为此，要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检查，严厉打击

非法运输、超量储存、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零售业务违法经

营的行为，监督指导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及标准规范，督促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的经营户在规范且符合安全条件的场所进行经营。

要加大对新《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文件宣传，增强企业（经营业户）的安全意识，进

一步巩固主城区烟花爆竹禁售禁放成果，防止发生火灾和爆

炸亡人事故发生。

非煤矿山及煤矿安全。进入冬季，受雨雪冰冻等极端恶

劣天气影响，矿井内外容易结冰，尤其雪后路滑，极易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各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安全监管和行业监管

责任，对非煤矿山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及演练等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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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列出问题清单，要求企业按期整改到位，确保所有隐患

实现“闭环”管理。针对长期停工停建龙王庙煤矿，要落实

盯守和巡查责任,严格按照安全操作标准进行下井、通风、

排水等工作，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特种设备、油气输送管道、校园、社会福利机构等其他行

业领域也要结合本行业的实际及一季度安全生产特点，认真

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风险分析和隐

患排查，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同时，要加强应急值守，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

加强信息报送，完善细化应急预案，充分做好预案、物资储

备、通信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宿州市埇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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