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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江门市江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江海安生〔2017〕6 号 

 

关于印发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安委会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的工作安排和省、市关于加强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工作等

决策部署，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

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安〔2017〕11 号）及《关

于印发<江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安生

字〔2017〕10 号）的要求，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江门高

新区（江海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贯彻落实。 

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江门市江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 年 8 月 1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安委办 

江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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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工

作安排，进一步深化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广东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安〔2017〕11 号）和《关于印发<江门市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安生字〔2017〕10 号）的要

求，区安委会定于从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为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有效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的要求，坚持企业自

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全面排查与

重点整治相结合、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推动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有效管控

安全风险，全力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

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上级工作要求，我区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由

区安委会主任任组长，区安委会各位副主任任副组长，各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日常工作

由区安委办承担。 

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大

检查领导机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明确责任，细化落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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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专项方案，按照工作进度安排，组织开展本行

业（领域）的安全生产检查督导。 

各街道各单位要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的实际，参照区的做

法成立领导小组，落实必要的人、财、物保障，在积极支持、密

切配合区各有关部门开展重点专项工作和检查督导的同时，围绕

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内容，研究制订所在辖区和行业领域的安全

生产大检查具体方案，加强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督促各生产经

营单位认真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三、重点检查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根据省有关要求，突出抓好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部署和推进，制定

完善、细化我区工作方案，启动为期三年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贯彻落实 2017 年 7 月 6 日全省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视频会议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客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工程车、校车、旅游包车等重点车辆及其驾驶人员的监管监控，

督促相关企业加强重点时段、恶劣天气的安全管理；强化路面执

勤执法，依法从严查处酒驾、超载、超速等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加强对多发、易发事故路段、节点的改造和综合治理，完善

道路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全力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由江海

交警大队牵头组织，区有关单位依职责分工配合）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根据《广东省危险化学品

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和《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

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府办〔2017〕

14 号）的要求，按照我区《关于印发高新区（江海区）危险化

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江高办〔2017〕14 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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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部署，完成组织摸排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各领域的风险点危

险源，建立相应数据库并绘制电子图等相关年度工作任务。进一

步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使用等环节的“全

链条”安全监管，特别是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实施严密管控

措施，加强汛期危险化学品事故防范工作。（由区安委办（区安

监局）牵头组织，区有关单位依职责分工落实） 

（三）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根据省有关要求，突出抓好《广

东省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部署和推进，制定我区工作

方案，启动为期三年的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在 2017 年底前，

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协调小组制定的《电气火

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要点》和对应的《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

查表》的要求，组织发动电器产品及电器线路生产、销售和使用

单位，建设工程电气设计、施工单位及工业企业生产场所、物流

仓储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小经营加工场所、居民住宅建筑等单

位场所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各地要对自查自纠情况进行拉网排

查。进一步推进夏季消防检查工作，加大高层建筑、三小场所、

出租屋和电动车及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文物古建筑、

易燃易爆单位等单位场所的检查频率和整治力度，因地制宜开展

专项治理，全力整治重大火灾隐患，推进消防安全社区创建和公

共消防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扎实做好重大活动消防安保工作，严

防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由江海消防大队牵头组织，区有关单位

依职责分工配合） 

（四）油气输送管道和城镇燃气专项治理。全面摸排然气输

送管道和城镇燃气风险点、危险源，加强管道站场的风险分级管

控，督促相关企业落实经营、施工安全管理措施。（由区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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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建水务局依职责分工分别牵头组织，区有关单位依职责分工

落实） 

（五）施工项目专项治理。结合市安委办《关于切实加强建

设施工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江安生办〔2017〕22 号）

要求，进一步抓好各类施工项目安全专项治理，强化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针对汛期的不利影响，突出加

强桥梁、隧道和路基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治理，以及高层建

筑、水利、电力、城际轨道等重点建设项目在建工程深基坑、高

大模板、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等施工部位和环节的检查和

治理。（由区住建水务局牵头，相关部门依职能分别组织开展） 

（六）冶金等行业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根据省

有关要求，抓好《广东省 2017 年度深化粉尘涉爆企业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广东省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

作方案》、《广东省 2017 年职业卫生执法监察联合行动方案》等

有关工作部署的落实。进一步深化粉尘涉爆企业安全专项整治，

紧盯粉尘防爆专项整治 10 大重点问题，强化作业场所超过 10 人

以上粉尘企业整治工作。继续以排查涉氨制冷企业作业场所采用

氨直接蒸发制冷空调系统、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作业间等

“两类重大隐患”为重点，开展涉氨制冷安全专项治理“回头查”和

验收工作。加大对冶金、建材、轻工等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

认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做好电解铝、玻璃等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执法工作。深入开展机械防伤害安全等专项治理行动。以生产及

封装锂离子电池（单体电池及电池组）的企业单位为重点，组织

开展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深入推进陶瓷

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粉尘危害专项治理、汽车制造（含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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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铅蓄电池生产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做好夏季防暑

降温和职业中毒防控工作。（由区安监局牵头组织，区发改统计

局、区经济促进局、区公安分局等有关单位依职责分工配合） 

（七）学校安全专项治理。根据省有关要求，抓好《广东省

教育厅 2017 年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等有关工作部署

的落实，切实加强校车、校园及周边地区重点时段治安、交通、

消防等安全管理和专项整治，确保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由

区宣传部（教育局）牵头组织，区公安分局、江海交警大队、区

安监局等有关单位依职责分工配合） 

（八）渔业船舶专项治理。根据省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

抓好《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宣传贯彻，加强渔

船安全源头管控，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宣传教育，加强渔船安全设

备设施配备使用，加强汛期和休渔期安全管控，组织开展涉渔“三

无”船舶、无证生产等专项整治行动。（由区经济促进局牵头组织） 

（九）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安全生产重点攻坚治理。根据

《关于印发〈江门市 2017 年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安全生产攻

坚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江安生字〔2017〕8 号）及我区《关

于印发高新区（江海区）2017 年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

区攻坚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江海安生〔2017〕5 号）要求，

抓好组织落实，确保消防火灾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攻坚治理任务按

要求组织开展并按时完成。（由江海交警大队、区经济促进局、

江海消防大队依职责分工分别牵头组织） 

除组织开展上述重点专项工作的检查督导外，其他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也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结合自身监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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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组织开展农机、邮政寄递、民爆物品、旅游、环保、人

防工程、气象防雷等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加强安全

风险管控，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

行为，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各街道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省和市关于加强特别防护期

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各项工作部署，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实际找

准重点、完善方案、精准发力，确保取得应有成效。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部署，广泛动员，自查自改（8 月上旬）。各街

道各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的总体安排，结合区安委会 3 月份《关于

印发<江海区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江

海安生〔2017〕1 号）要求，进一步研究细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的具体方案，明确检查重点、工作分工和人员安排，并结合季

度防范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会议等相关要求深入开展大检查

工作。要广泛宣传发动，深入开展自查自改，督促各类企业全面

开展风险和隐患排查。 

（二）深入检查，严格执法，集中整治（8 月）。各街道各

部门要按照国家、省、市和区的工作部署，全面开展大检查、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集中治理隐患问题。对于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必须严格执法，发挥“拳头、尖刀”的震慑作用。对事故隐患

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导致事故发生的，要倒查追究有关责任

人的责任。 

（三）实地督查，统筹推动，巩固提高（9 月至 10 月）。各

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通过突击检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回头

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检查督查。区安委会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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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对各街道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综合督查，并结合 2017 年

度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对各单位开展大检查工作情况进行考

评，考评情况作为年度责任制考核有关评分的重要依据。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结束后，各街道、各有关部门对整治完

成的隐患开展“回头看”检查，对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验

收和跟踪督促，巩固安全生产大检查成效。同时，对大检查工作

进行认真总结，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并加

快推动各项治理工作进度，逐步完善工作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坚持把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作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根本落脚点，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自

辨自控、事故隐患自查自治。对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规制度、不

落实重大隐患整改措施的企业，要依法严厉处理、落实强制措施

并曝光，强化企业抓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和行动自觉。推动监管

执法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采取有效的检查方式，突出加强对重

点时段、重点企业、重点部门和重点环节的检查。监管执法技术

力量不足的，要聘请专家参与，提高检查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

和有效性。 

（二）集中攻坚整治重大隐患。各街道、各部门要把排查治

理重大事故隐患作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

容，确保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全部完成整改

或处于严密有效监控之中。对重大隐患整治工作实行项目化管

理，严格落实挂牌督办制度，明确整改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时

限要求，推动企业在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方面做到责任、措施、资

金、完成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确保发现一个、整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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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号一个，力争妥善整治消除一批历史遗留的重大事故隐患。 

（三）协调有序推进大检查工作。各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注

重做好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与此前部署的特别防护期安全

生产大检查进行有效衔接，将继续推进风险点危险源排查、录入

和管控作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安委办《转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的通知》（江安生

办〔2017〕96 号）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区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

控工作，做到“全面排查、科学分类、及时登记、落实管控、实

现闭环”，确保取得工作实效。强化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进一步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增强执法合力。公安机关要积极支持配合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严查严惩暴力抗法、阻碍检查等违法行为，

保障大检查工作顺利开展。对抗拒执法、逾期不执行执法指令或

行政决定的，依法强制执行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加大

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全过程和典型经验、有效做法的宣传报道力

度。各街道各部门在大检查期间至少集中曝光一批（次）重大事

故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查处一个，震慑一方、影响

一片”。积极动员和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社区群众等共同

参与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营造安全生产社会共治的良好工作氛

围。 

（五）确保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区安委会将把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作为安全生产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街道和区

有关部门对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情况的监督考核。要依法从

严查处大检查期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违法案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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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追究事故案件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依法倒查追究相关单

位的责任。 

（六）着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各街道、各有关部门要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信息交流、数据统计和总结报告等

工作制度。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本辖区、

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与隐患动态趋势、内在规律的分析研判，坚

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积极探索安全监管的新机制、

新做法。 

本次大检查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按照区安委办此前印发的

《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信息统计和报送工作的通知》（江海

安生办〔2017〕25 号）要求执行。另请各街道、安委会有关成

员单位将本辖区、本系统大检查方案于 8 月 22 日前制定印发并

报区安委办。 

（联系人：黎国浩，电话：3861993，传真：386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