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道金国安全生产重点督导检查方案》的通知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碰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

务院安委会备成员单位 :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乎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遴要指示精神,

按照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经 国务院领导同志同志,国务院安委会组织

开展全国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现将 《全国安全生产重点督导检查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18日

抄报:国务骁安委会主任、到主任。

抄送: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J生产建设兵团安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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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安全生产建点督导裰查方案

为认其贯彻落实习近乎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篮要揩示獠

神,按裰夺宽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扎实深入排

查治理蓬点行业钣饿篮大风险隐患,为建党百年创造安全稳定环

境,根据全国安全生产电撰电视会议部署,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珥求

认其贯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金生产工作的建要指示带神 ,

深刻吸取近期一些地区和行业镢撼发生的夺故嫩训,紧紧围绕为

建党 100月年创造安全穗定环挠这一建大政治任务,切实坩强玻

治铁锐性,更加突出重点地区和嚣点行业领域,更加突出排查治

理重大风险隐患,更加突出推动备地区发现间趱、层层压紧压实

资任解决间题;督查检查备地区排查治理是否深入我实”是否其

正抓住关键环节,是否有效防控化解篮大安全风险,是否从根本

上消除夺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超;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隐患,

要公开降光,加强夺示嫩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集中攻坚,有效防范和坚决通制丘特大革故,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氨

蹋。

二、分级费搀及△导钮蛮L点行搜钿汪

国务睨安委会缀织开展重点督导检查,时间安排从方案印发

之日起至7月 上旬。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按照全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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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组织部署本行业、本镢城和本系统的安

金搏费工作,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安委会经成 16个级 (具体分级附

后 )进行蜇点督导检查。检查要突出以下重点内容 :

(一 )球矿。囤求矿山安监局组织,重点督导检查:一是专

项嘉治三年行动和淼矿安金生产大排查,以及矿山外包工程、资源

整合煤矿、托管煤矿、安全评价机构执业行为等喀个专项整治开

展情况。二是突出重大灾害治理和风险防控i对煤与瓦斯突出、

汛期淹井特别是老空水害、冲击地压、火灾、顶板、断层构造带、

采拥失调等嚣大风险灾害排查防控情况。王磊将关闭退出矿、停

产矿、停建矿、技改矿、整合矿、基建矿、生产矿够所有类型的

煤矿纳入安金监营范围,落实包保、逐矿盯守、巡查等监管资任

情况。网遇检查地方煤矿安金监货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

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二 )非婊矿山。国求矿山安监局组织,重点督导检查:一

是推进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及安全生产

大排查情况。二是紧盯采深超过800米或者革班下井人数超过 30

入的非煤地下矿山、边坡离度超过200来的痨煤碎天矿山和尾矿

库
“
头顶库

”
等高风险矿山,督促矿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

三遇深入开展违规外包、中介机构弄虚作假簿 4个专项毖治,严

厉打击矿山企业实际控制人不展职、违反设计要求组织生产、
“
一

证多采
”
、外包施工队伍挂靠资质和违法分包转包每突出问题情况移

四遇汛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特别是尾矿库和
“
头顶库

”
在线监

涮和风险预△、物资和力女准备、执行等诗况。五是检查地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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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矿山安全监絷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

处。

(二 )泔渚。皮怎田以部组织”篮点督导检查:一是大型商

业缘合体和商层建筑,检查是否落实大搜商业综合体
“
八顶工作

捞施
”,是否蹋绕

“
管、奋、灭

”
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

达播创建活动,是否接治离展建筑消防设施、外垴保温、防火封

堵簿方面突出问题。二遇革命文钫建筑,重点检查是否落实国家

文物局、应憋管理都满溏救援局
“四个一

”
要求,是否存在违规

用火用电、随意堆放易燃可燃物、遭审搭建彩钢板、违溉住人、

值班巡查不落实醉隐患间趣,是否对老旧电气线路、失效的消防

设施进行缘碜升级¤二强老旧小区和沿街门店,露点检奁住宅小

区是否对潴防车遇遣实行播识化管理,是否保持消防车通扬遇。

物业公司等单位是否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停放场所建设。

沿街门店是否违规住人,公安派出所、基层网格力女锊是否级级

开展消防安金检查和蜜传。田遇检查地方消防安全有关部门执法

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四 )比宀化守品。变色宙磁邯级织,篮点督导检查:一遇

突出
“
两重点一篮大

”
企业9篮点排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健

全落实、风险研判承诺公告落实、篮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落实、

风险监澜预亡系统应用、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学历满足要求、特

妹作业安金管控、设备设施窕妤技用每情况。二遇突出构成篮大

危险源的储存设施,嚣点排查是否存在无证储存、超许可范围传

存、边建设边储存、安金设施和应急设施不完营,尤其要严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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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情况。三是 《国务院安委办关于深刻吸取河

北沧州寤大港产业国区鼎睿石化
“
5· 31” 火灾事故教训开展化

学品储饿集中区安全专项排查奋治的通知》和 《关于对危险化学

品领域安全生产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的通知》落奖僚

况。四遇
“
一防范三提升

”
年度重点工作,以及产业转移承按有

关产业政策、安全防范制度措施落实情况。五遇检查地方应急货

理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工 )工 △。皮备官汪都组织,重点督导检查:一是冶金企

业,主要包括是否存在炼钢厂在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使用固

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炼铁厂铸铁车间吊运缺水液渣起重机

不符合冶金起重机的相关要求等问题隐患。二遇渝尘涉爆企业 ,

主要包括是否存在不同种类的可燃性粉尘、可燃粉尘与可燃气体

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 同防火分区的除

尘系统互联互通等润翅隐患。三是铝加工 (深井镑遭 )企业,变

要包括是否存在固定式熔炼炉铝水出口来设王机械锁紧装变,饭

动式熔炼炉控制系统来与铸造系统联锁、未实现自动控流等间题

隐患。图是检查地方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

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六 )法气。住房圮乡戚设帮组织,重点督导检查:一遇燃

气场站及管网设施设备安全运行情况,具体包括燃气场站、加气

站、曹网等设施,篮点是中、商压燃气管网安全运行情况,老旧

燃气管遭改造情况9市政燃岷罅遭腐蚀情况以及瞪嬲空间、建筑

占压、暗沟(管 )欺设等可能发生燃气串气的安全隐患情况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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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甘遣燃气安全使用情况,具体包括人员密集

的大避缘合体、集贸市场、学铰、强眦、酒店以及睽饮簿场所用

气安全诗况,篮点是密集公共场所内燃气絷遭腐蚀、溜气情况 ,

管道燃气使用场所遇风键况,燃气搬夺备安装及运行情况簿。三

是瓶装液化石油饩安全运行状况,具体包括液化石油气非法储存、

运擒、充装、倒装舒行为,篮点是心饮场所液化石油气气瓶放置

场所及安装狩况、使用不符合要求或超过使用寿命的
“
瓶、烛、

阀、絷
”
簿情况。网尼燃岷企业现场作业慵况,奥体包括燃气作

业制度规范制定及执行榜况,露点是有限空间作业、检练势作业

管理、日常缘护保赛、设备设施巡视巡检等制度执行情况和员工

持证上岗慵抚簿。嚣撬城市燃饩应憋絷瑗工作情况,具体包括城

市燃气安全技急预案制定及可操作性、实用情况”篮点是应急队

伍建设、应急装备和抢险设备琵堡情况,应急演练开展情况每。

六虽攮查地方住房城乡建设簿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

法要求落到实处。

(七 )房止市攻工程无工。住房故乡t设郎组织,重点心导

检查:一遇 《全国费金盎产专项费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工作慵

况,突出建筑起至机械、商支旗、深甚坑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

全专项整治等内容。二遇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云安全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键况,盎要包括宪营建设工程质盘安金监督管理制度、

工作体系及监督机构建设情况,开展工程质圣安全监督执法检查

和事故查处、信息报进簿锚况。王遇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够有

关单位及从业人员落实施工安全生产贫任情况,主要包括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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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突的缘翎、审核和执行,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现场安全管控等情况。四是检查地

方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

处。

(八 )扌技。狂育邯组织,重点心导检查:一是离校实验室

安全工作情况,主要包括落实实验室安金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

检查以及培训教育等情况。二足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夺故工作

情况,主要包括协调相关部门排查整治危险水城、开展防溺水
“
六

不
”
蜜传以及防溺水相互提退簿工作情况。王强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协调机制建设情况,主要包括依法实施校车使用许可,加强校

车安金事中夺后监管、排查线路安全隐患、使全完善应急预案,

加强乘车学生安全教育情况,以及有关部门查处校车违法行为情

况。

(九 )这丰变迁。公安部级织,重点督导检查:一遇地方开

展道路交通夺故撼云控大醉变点工作情况。二遇有关监饣执法部

门加强节假日、重大活动等重点时期道路交通安全监饣情况,部

署专项督导检查、安全隐患排查、公路安防工程,以及严厉打击

“王超一疲劳
”

、违法我人罅违法违规行为情况。三是督促道路

运输企业单位及时演除夺故隐患有关工作愤况。田遇检查地方公

安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十 )水上海△。交廴通扌“组织,篮点心导捡奋住全落实

安全生产资任制工作情况,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和篮大隐患簿蜜治

理情况,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接治三年行动开展情况,内 河船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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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海运擒集中接治、商渔船馊拄治理、涉客船舶安金治理、船舶

碰拄拼聚集申整治,水路运擒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情况,《 国夯浇

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水上交通运输和渔业船舶安金的意见》

落实情况罅。检查地方交通运输铮有关部门执法情况9督促把严

格执法要求落猁实处。

(十
一 )过培残I。 变Ⅱ嚣0邯缴椒,篮点督导检查:一遇

有关部门开展邋路运输安金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安全集中整治、常压浓体危险货勘烙车嘉治、遭路运输企业

主要负货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等工作情况。二是加强

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建点时期遣路运输安全监管情况,部署农村

道路客运安金、晦患擗蜜治理、公路基础设施安金等工作”以及

打击
“三超一疲劳

”
、非法曹运、百吨置罅违法避挽行为慵况。

王是落实国务院安委办 《关于加强城市轨遣交通安全工作的紧息

通知》有关要求,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工作情况。网是道路运

输企业开展安金生产隐患排查治瑗,加强通搐车辆、从业人员管

理,落实车辆动态监控制度,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嫩商等情况。五

是检查地方交通运输娣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

落到实处。

(十二 )注虫妇心。农业农村邯组织,篮点督导检查:一遇

渔港安全情况,主要包括渔港防汛防台功能、消防救生及防污染

设施设备配备、加油补络设施安全防护和港内渔船停泊秩序、体

渔期渔船违规出港作业。二遇在港遴船消防安金情况,主要包括

船舶机舱、厨房、起居室簿火灾易发点消防设备魏备情况,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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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老化破嵌、管路涵油溜气以及电路电器煜路等安全隐患

情况沦王晶专项作业渔船和赛玻渔排安金镛况,确保不安金不出

海、不安全不作业。四是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水上

交通运输和渔业船舶安金的意见》落实情况罅。五是检查地方农

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十三 )拉艹。文化和旅游邯组织,重点督导检查:一是旅

游安金生产专项甚治三年行动部署落实带况,间翅隐患和制度措

施
“
两个清革

”
建立慵况,2021年集中攻坚阶段备项任务落实狩

况。二是备地旅游场所安全监管贫任落实情况,特别是A级旅游

景区、星级饭店内治安、消防、特种设备簿安全监管费任落实情

况。王遢旅游经营单位安金生产规率调皮、培训嫩育、鹿怎管理、

隐患排查治理等主体资任落实情况,商风险旅游项目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四是检查地方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督促把

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十曰 )特种设备。市拐监宙总局组织,篮点督导检查电站

锅炉,气瓶充装螃、检验站,地铁、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电梯,旅游景区内客运素道和游乐圈内大避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

情况,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调度、设备检验情况、日常络

护保赛记录、设备档案资料、应急救援演练、安全管理人员及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慵况够。检查地方市场监曹罅有关部门执法情况”

督促把严格执法要求落到实处。

(十二 )体 t。 △育总局缀织,重点督导检查:一是落实 5

月 26日 全国体育系统奋夺监管专通工作会谈精神,开展体有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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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专项接治、建立健全体育赛夺活动安金监管工作机制的情况,

相关安守活动的安金管理工作情况等。二遇公共体育设施尤其是

大型体育场馆的谐态化安全管理王作情况,包括建立健全资任体

系、日常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协同监甘机制醉的情况。王是体育

领域安金生产专项斑治三年行动开展情况,排查发现的体育钣域

篮大安全隐患及接获落实情况簿。

其他有关部门也要认其组织开展针对性督导检查。公安部对

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带瑷、工业和锚忠化邯对化工囝区、生态环境

都对危险废物处强、曲汀两对长输油气管道和化学传能电站、缺

△周和国铁如日对铁路运输罅开展铁路沿线汛期安全专项督导捡

查。自然女Ⅱ姆对矿山资源管理治理整顿开展专顼督导检查,防

止违法过规程躁晚挖引发生产安金夺敬。备省 (区 、市)及新瑙

生产建设兵日要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开展备重点行业颌城督导

检查,推动地方、备有关部门和企业深入开展自查自改,确保实

效。

王、工仲△球

(一 )加强拉尔t导。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离皮篮

楹此次篮点督导检查,逸漩业务能力强、斗争榜神足的同恋带队

开展奋导工作,并派出相关部门的骨干人员充实督导捡查力△。

备督导检查组要针对性配备相关行业银城里奥有丰窝安全生产理

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有关专家,确保督导狡查翔间其正发挥专业

水平,褚力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夺故。国务院安资办向每

个督导检查组漩一名司局级干部,负 费每天向国务院安委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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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检查情况并参与督导检查工作。

(二 )尹抄十心安△。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行业银城和业务

工作进一步细化竞营工作方案,充分运用座谈交流、重点谈话、

突击检查、暗访暗查罅方式方法,确保发现问题解决问起。要缘

合运用通报、约谈、夺示、提汪等手段,强化地方党玟领导贵任

落实,严守安全红钱,统婷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夺。备级奋查情

况要统一纳入省级政府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巡查。督导检查组

要有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搐神,督导检查本行业、本领域、本

系统省、审、县三级监管部门安全监管执法工作9推动备级严格

监管执法。要加强深层次漯头性问题的归纳梳理,持删对于督导

检查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隐患,备牵头部门要积极推动从

国家层面碜改宪苷安全生产有关法规撩准和机制制度,强化漯头

治理,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三 )加曰止传:l导。备地区、备有关部门要充分运用中央

和地方主流媒体,发挥备类媒介的变传优势,集中变传报道备地

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篮要指示潜神、切实强

化安全防范工作方面的经验做法。应急饣理部要制定新闻报道工

作方案,协调相关新闻媒体派出记秽随备级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

针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超隐患,每个省份要至少嗓光一个

典狴案例¤典型案例经督导攮蜜级级长审核后提供缭燕息管理部 ,

由应急管理部统一协调相关新闻媒体发布,切实强化及设△示作

用。同时,要注意把摄舆论导向,曹逆全社会关注安金生产的良

好氛围,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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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蕊洛讯备。每个督导裰蜜搬要分嗜超率督导攮奁

掇黄并瀚润趱镰蕊螃革j从地方玻府、有关揶门和企业三个搔面

撼稷撩在的闼趣巍蕊,疑督导裰蜜级缀长审攮确认蓿于2021年 7

月 15羽 霭及铵鹦螽眦安舞会办公鑫心公安裰、工搜和镝:化铬、

虫恋环“搦、出曰确、饿法洒、圃|饮森¤、搬播嚣“镪也要按上

途时闼要求将有关工作开展馆遇汊铵国夯眦费凳会办公玺◇

(工 》严守工伸圯狞。各夸营裰蛰缓要严格落实中央
“
八顼

规定
”
獠神”不撼层援陪隅按特,轻车镝从、森洁自拂”深入开

展
“
四不礴篮

”
督导揄蜜备要转变工作作风,发扬斗争瀚神,敢

于动其毽硬”对于捷辘的篮大风险飚蕊、严嚣巍法巍勰行为严窈

奁蹙”并移交蟪方玻窟和榴鼓部闸邋璩螫路”确保播蔽镧位。

漪件:国务眦安篓会篮点督导梭搬 安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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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件

国务院安委会重点督导检查组安排

分 级 牵头都r1 行变“坨 地 区
△导按蛮级

联系人及电话
囤务骁安嚣办

联络员

“一级 矿山安监局 煤 矿
新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印明是

15501035111
夸大生

第二级 矿山安监局 非煤矿山 广东、湖南
昊任陂

13810100791
薛剑光

第三级 应息管理部 消 防 河南、湖北
纪璃飞

13821131123
雷进德

第四纽 应息管理部
危险化学

品
北京、内蒙古

付加鹏

19910206169
孙广宁

第五纽 应息管理部
危险化学

0
口口

山西、河北

夺 刚

18611955637

宋晓旭

18810917927

洪 宇

络六级 应息管理部 工 贸 江西、重庆

筷 茜

13911152809

冯智慧
15210099926

王小拾

韩宁峰

第七级
住房城乡建

设部
燃 气 上海、江苏

张旭亮

150102780195
李 晓

第八组
住房城乡建

设部

房屋市政
工程施工

天津、西藏
张跃群

13810236521
黄海洪

第九纽 教育部 学 校 吉林、黑龙江
马兆康

18810969906
雷长群

第十纽 公安部 遘路交通 四川、云南
王真真

13366035877
汪橐鲜

$十一级 交通运输每 水上运输 安徽、福建
吴琏国

18618203772
孔  亮

第十二纽 交通运输部 道路运输 甘甯、青海
李 强

15210987655
高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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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纽 0头都门 行业饭河 地 区
△导按狡级
球系人及电话

囹舞睨变艹努

联络员

第十三级 农业农村部 渔业船舶 辽宁、山东
张信安

13681014936
吴少杰

路十四级
文化和旅簿

部
旅 游 海南、赞州

陶从瑞

13520256060
夏君丽

第十五摄
市场监管总

局
特种设备 广西、宁夏

张宏伟
13601258892

置立忠

衤十六级 体育总局 体 育 浙江、陕西
杨 伟

13641209919
黄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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