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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绵安委〔2016〕23 号 
 
 

绵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集中开展全市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中

央、省在绵企业，市属重点企业： 

2016 年 11 月 24 日 7时 40 分左右，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在

建项目工地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共造成 74人死亡，损失十分惨

重。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国务院

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组织力量做好救援救治、善后

处置等工作，尽快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训，严肃追究责任，各

地区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强化监管和防范措施，全面彻底排查各

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堵塞安全漏洞，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严防此类重特大事故再次发生。省长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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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当前要迅速开展建设施工行业预防坍塌事故专项检查和安

全监管，住建、交通、能源、铁路、水利等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

对管辖行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企业全面彻底排查整治安

全隐患，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和项目，坚决责令停工停产

整改，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安委办明电〔2016〕13 号）、《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江西丰城电厂“11.24”冷却

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通报〉的函》（川安办〔2016〕

125 号）,以及国家、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统一部署，经

市政府同意，决定从即日起集中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全市安全生产

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近

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和国家、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要求及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把集中开

展大检查作为当前安全生产的首要任务。按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求，“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

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

患，堵塞安全监管漏洞，强化安全生产措施。抓实制定检查方案、

进行动员部署、排查问题及隐患、完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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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检查成效、建立长效机制等重点工作环节，将检查督导贯穿

大检查全过程，推动国家、省、市安排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认真

梳理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全面彻底排除重大安全隐患，依法关

闭取缔非法违法企业，着力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

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组织领导机构 

为确保此次安全大检查工作有序推进，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

要求，决定成立由市政府市长刘超任组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夏凤俭、市政府副市长王明华、罗宗志、罗蒙任副组长，市住

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经信委、市安全监管局、市

质监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教体局、市旅游局、市农业局、

市文广新局、市食药监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卫计委、

市民政局、市民宗局、市国资委、市政府应急办等部门和单位主

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大检查各项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安办，由市政府安办主任兼任办

公室主任。 

三、检查方式 

此次检查采取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行业主管部门检查、各级

领导带队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坚决履行法

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细

致彻底的大检查，对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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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落实安全生产全员岗位责任制，健全安全生产体制机

制，完善安全生产相关制度。认真辨识本单位风险源（点），落

实有效防控措施；仔细检查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要害部位、关

键环节、重要安全设施设备，并一一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治台

账逐一销号；对重大事故隐患，要制订整改方案，做到措施、责

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确保安全隐患及时安全消除。各

单位辨识出的风险源（点）和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治安安排进展情

况，要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在单位内部公布，接受全体职

工监督，并上报当地行业管理部门备案待查。 

（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各行业管理部门要认真落实

“管行业必须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按照《安全生产法》《绵阳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绵府办发〔2011〕100 号)及本单

位“三定”规定，结合本单位 201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研究制定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认真履行主管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直接监督管理职责，组织检查所属行业领域各单

位安全大检查工作推进实施情况，重点检查本行业企业安全隐患

排查及整治落实情况。 

（三）安委会开展综合督查。各级、各部门领导要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的要求，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对同

级部门、下级政府及辖区内相关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综合

督查，重点督查同级部门、下级政府及辖区内相关行业企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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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检查工作推进实施情况，查找安全薄弱环节、增添安全工

作措施、堵塞安全管理漏洞。乡（镇）政府要对辖区内的各类单

位做到全覆盖。市政府安委会将组成由市领导带队、市级相关部

门为成员的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组，对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工作情况进行全方位检查督查。对督查中发现因认识不到位，

行动迟缓，走过场、图形式，应付了事等原因而发生事故的单位、

行业部门和地区,要从严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事故责任单

位要从重从严处罚。 

（四）创新检查方式。在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自查基础上，

各行业监管部门、各级领导采取明察与暗访、交叉检查与回头看

相结合等灵活有效形式开展检查、督查，对检查督查发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要紧盯不放，跟踪整改落实，实行闭环管理。要把安全

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必须现场依

法提出处理意见，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要依法停产整顿，复产必

须经过验收；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

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

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违

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

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四、检查范围及内容 

此次大检查工作涵盖全市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

业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重点检查建设施工、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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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爆器材、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特种设备、人员密集

场所、食品药品加工等行业企业（项目），突出今年以来事故多

发频发的地区、行业领域，突出农民工等人员集中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突出安全隐患多、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重点单位开展检查。 

（一）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及上级部署贯彻情况。重点检查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决策部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等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近期做出的安全生产相关指示批

示精神，以及国家、省、市近期召开的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绵阳市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以道路交通为重点的安全生产“百

日攻坚”行动  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市政府安

委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江西丰城电厂

“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通报的函》及本通

知精神情况。各生产经营单位是否把安全第一、生命至上、保护

职工生命作为最重要工作职责，安全生产工作相关制度是否健全

落实，安全风险源（点）辨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是否做到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 

（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情况。 

1.建设施工：建设施工安全主要包括房屋建设、市政建设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建设工程等施工项目安全管理。排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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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工现场高处施工平台、起重机、架桥机、物料提升机、施工

升降机、吊笼、脚手架、模板支撑系统、深基坑开挖与防护、隧

道施工通风等设施设备安全隐患，落实防物体打击、机械伤害、

坠落、火灾、触电、倒塌、坍塌、窒息、淹溺等措施情况；施工

现场电焊、气焊、起重、登高、脚手架架子工等应持证人员的持

证上岗位情况；检查工程施工是否严格执行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施工安全措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安排同部署；检查施工项目是否

存在赶进度、赶工期、违反施工工序和违法分包、非法转包等严

重违法违规行为。 

责任部门：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2.交通运输：交通运输安全包括道路交通及水上交通安全。

开展“道路运输平安年”活动，依法从严查处客货运输车辆超速、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毒驾、无证驾驶、驾驶资质与所

驾车型不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不按规定路线和时间行驶等交

通违法犯罪行为；强化道路安全隐患排查，临水临崖、长下坡、

陡坡、急弯、交通要道穿过场镇等人员密集区等公路危险路段落

实波形防护栏、防撞墙、缓冲坡道、交通信号灯、交通安全警示

提示标识标牌等安全治理措施情况；严厉打击非法改装、拼装车

辆行为，严禁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上路行驶、运营，从重

查处车辆超限运输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开展客运车辆、校

车整顿和货车违法行为“大排查、大教育、大整治”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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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客渡船安全监管，检查客渡船经营企业开展救生衣行动情况、

所属船舶落实定期检测检验情况、船舶相关船员应持证上岗情况、

严厉打击“超员超载、非客船载客、争抢航道、冒大雾冒大风等

冒险航行”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3、民爆器材：民爆器材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设备、

安全监控设备、防火防爆设备等方面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打击非

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民用炸药、雷管等民爆器材情

况。 

责任部门：市经信委、市公安局 

4.矿山：开展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地下矿山防中毒窒

息专项整治和尾矿库专项整治情况；地下矿山建立井下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情况；露天矿山采用中深孔爆破、机械铲装和机械

二次破碎的情况；查处超许可范围生产、非法盗采等非法违法行

为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责任部门：市安全监管局、市国土资源局 

5.危险化学品与烟花爆竹：严防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爆

炸、燃烧，强化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废弃等各环节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油库、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等重点区域，重点监管危

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落实

有效监控措施情况；危险化学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执行安全

设施“三同时”制度情况。严厉打击烟花爆竹企业非法违法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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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为，重点整治烟花爆竹经营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店与店

之间不足 50 米连片经营、与易爆易燃场所和医院、学校等安全

距离不足等严重安全隐患。 

责任部门：市安全监管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环

境保护局 

6.特种设备：以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烘缸（筒）、

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及客运索道为重点设备，以使用上述相关特

种设备的生产经营单位为重点检查对象，重点检查使用单位是否

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备案手续，是否按规定对相关设备落实定期

检测检验要求；相关设备的安装、改造、维修是否符合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相关要求，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按

期校验、检修和更换，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具

备熟练的操作技能，使用单位是否制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特种设备风险及应对管控措施等。 

责任部门：市质监局 

7.人员密集场所：商场、宾馆、学校、医院、敬老院（养老

院）、寺庙、车站、机场、码头、集贸市场、网吧、酒吧、卡拉

OK厅、剧场、影院、展览馆、博物馆、旅游景区、劳动密集型生

产加工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都要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以人员聚集

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

体宿舍为重点，重点检查消防设施设备配备及完好情况、消防控

制报警系统是否完好、应急照明设施配备设置是否合理且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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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消防行政许可、消防安全责任制落

实、日常防火检查巡查、应急疏散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狠抓“三

合一”“多合一”场所安全隐患整治。 

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

市民航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计委、市教体局、市民政局、

市民宗局 

8.食品药品加工：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相关设施、设备、

安全附件的安全检查、检测、检验情况，重点工艺、环节、要害

部位自动监控设施、泄漏检测报警、通风、防火、防爆设施设置

及日常维护、运行情况。 

责任部门：市食药监局、市农业局 

其他市级部门按照《绵阳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牵头组织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 

五、进度安排 

此次大检查工作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2月 20 日结束，共分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制定方案、自查自纠（即日起至 12月 15 日）。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根据本地、本部门安全生产特

点、状况制定大检查实施方案，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及

市级相关部门的大检查实施方案于12月10日前报市政府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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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开展风险源（点）辨识和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 

第二阶段：全面检查、重点督查（12月 15 日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按照安全生产“三个必须”的要求，各级负有安全

监管职责的部门采取抽查、互检等方式，对本级重点监管的单位、

下级部门及其所管理的相关单位开展安全检查，市级负有安全监

管职责的部门对各县市区、园区所属行业企业的抽查率不低于

20%；各级政府安委会要适时开展综合督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

进和有效落实。市政府安委会将适时组织督查组以明察和暗访相

结合的形式，对各地、各有关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综合督查。 

第三阶段：深化治理、总结提高（1月 20 日至 2月 20 日）。

各地、各部门对前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

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专题研究和再部署，确保安全生产

工作落到实处；对工作落实不到位、行动成效不明显的，要责令

“补课”，并追究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责任；开展大检查“回头

看”，对问题严重、拒不执行监管指令的，要实行政府挂牌督办

和联合执法，坚决做到思想认识不提高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

不放过、问题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确保

大检查取得实效。各地、各部门于 2017 年 2月 20 日前将大检查

工作总结以书面及电子文档形式报送至市政府安办，市政府安办

汇总后将上报市政府。 

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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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速组织实施。岁末年初是各类安全事故的高发、多

发期，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要高度重视，

成立大检查领导小组，专题研究分析本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形势，

迅速安排部署大检查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紧密结合本行领域安全

工作实际，研究制定突出本行业领域特点、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的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并及时下发到所管行业领域一线企业单

位；按大检查工作要求，适时开展检查、督查工作，确保此项工

作迅速全面展开。 

（二）以企业为主体。各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工作的责

任主体，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做进一步梳

理排查，有针对性再细化落实防控管理措施；对新辨识的安全风

险源（点）和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建立台账，并逐一整改销号；

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进一步明确各岗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职责，

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保持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新常态。 

（三）加大执法力度。凡是此次大检查过程中发现一线企业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安全隐患以及企业自身排查出的安

全隐患未及时整改消除、未落实整改责任及措施的，将责成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立案调查，顶格实施行政处罚，并追究相关责

任人员责任；对典型的违法违规案例要及时公开曝光，并纳入“黑

名单”和诚信体系管理。 



— 13 —   

（四）保持信息畅通。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及时全面总

结此次大检查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并及时上报市政府安委办，便

于及时宣传推广；对大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问题，要及时按程

序上报，确保妥善处置；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及市级相关

部门要按通知要求按时向市政府安办报送大检查工作总结。 

请各级各部门将此文件发至一线生产经营单位。 

联系人：唐洪斌、李自鑫，联系电话：2241219，传真：2342969，

电子邮箱：abjdek@163.com。 

 

 

绵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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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安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 

        会安办。 

绵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