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应急 (?o21)21号

驻马店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

通知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监管机构),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二

级杌构 :

为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渚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
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根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洞

^南
省公安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转发<应 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 通
知》(豫应急 (⒛ 19〕 迢7号 )(以 下简称

“
两法衔接

”
工作办法)和

《驻马店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暂行规定》,现就全市安



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强化意识。
“
两法衔接

”
是贯彻落实中央、国

务院和省、市对安全生产工作有关部署要求,是安全生产领域创

造良好有序法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是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

生的有力手段。发现违法行为应移交而未进行移交,轻则属于违

纪行为,重则属于失职渎职行为。各县区局、各科室 (二 级机构 )

负责人要提高认识,强化法治意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在行政

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安全生产犯罪的,要按照规定及时移交,做

好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

二、加强学习,提高能力。各县区局、各科室 (二级机构 )

要认真组织执法人员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修正案 ,

特别是今年 3月 1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中 涉及安全生产犯罪的法律条款,增加了危险作业罪,并把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修改为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准

确把握
“
罪

”
与

“
非罪

”
的界限。认真学习国家、省、市

“
两法

衔接
”

的有关规定及 《安全生产执法手册 (⒛⒛ 年版 )》 种关于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章节,提高开展两法衔接工作的能力。

三、认真执行,加强监督。市县局执法科 (股 )室和二级机

构在行政管理和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

罪的,要及时向本局法制机构移交;市、县局法制机构要认真研

究,认为涉嫌犯罪的,报经局长批准后,及时办理移交手续;认



为不属于涉嫌犯罪行为的,及时向科 (股 )室和二级机构反馈。
市、县局法制机构要加强对本局执法科 (股 )室和二级机构执法
行为的监督,发现应移交而未移交的,督促其及时移交;督促无
效的,提请局机关纪委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提请市纪委监委
予以处理。

四、加强沟通,协作高效。市、县局法制机构要加强与同级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交流,建立信息互通和共享制度、办
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重大案件联合办
案制度、工作考核制度等,抓住

“
两法衔接

”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

推动
“
两法衔接

”
ェ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⒛21年 3月 19日

附件: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省公安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关于转发<应 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安
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 通知》(豫应急 (2o19)47号

)



驻马店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3月 1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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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豫应急 匚⒛19〕 47号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省公安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转发 《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

各省辖市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济

源中级人民法院、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济源检察分院、郑州

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

为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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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应 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研究制定了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现予以转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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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捡 察 院

文件

0怎 E2019〕  54号

应氮甘理邙 公安部 录亩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拄白院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攻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

备省、自治区、土辂市应怎饣理厅(局 冫、公安厅(局 )、 亩级人民法

洗、人民检礻院,祈汪生产走设兵田应忠饣理局、公安局、祈u年吾

尔自治区亩级人民法比生产走设兵田分浇、祈Ⅱ生产走设兵田人

民检衤冼,备竹投灶矿安全监央局 :

为了走立住全安全生产行攻执法与刑△司法衔按工作机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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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 阵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穗定,应 急饣理部、公安部、设南人民法院、垠南人民检察院联

合研究制定了巛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革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现

予以印发,诂过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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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行攻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衤-I 总 刖

礻-备 为了走立住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丨司法衔接工

作机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沣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革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X中 华人民共和国诮防

法》和《行玫执法机关移送涉{犯罪宋件的规定X生产安全÷故报

告和泪查处理条饲×汉亩人民法浣 设亩人民裣尔哓关于办理危

击生产安全刑丰宋件适用法件若干问t的铒秆》罅法什、行攻法

规、司法评秆及有关规定,俐 定本办法。

Ⅱ二艹 本办法适用于应怎饣理部冂、公女机关、人民法浣、

人民裣礻沆办理的涉{安全生产犯罪宋件。

应忠饣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玑的涉廾共化犯罪宋件,参

照本办法办理。

本办法所称应忠忄理邙 门,包 括煤矿安全监乓机杓、消防

机构。

,于《中华人民共和田监尔法》规定的公珥人员在行使公权力

过程中发生的依法曲监衤机关负女调查的涉抹安全生产犯罪宋

件,不 适用本办法,庄 当依法及时移送监尔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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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三条 涉姝安全生产犯罪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 :

(一 )Ξ 大责任÷故案件 ;

(二 )强令违丰冒险作业柒件 ;

(三 )丘 大劳动安全丨故宋件 ;

(四 )危险仂品△÷案件 ;

(五 )消 防贫任革故、失火案件 ;

(六 )不 报、谎报安全÷故宋件 ;

(七)非法采矿,非法俐造、买卖、传存爆炸物,非 法经菅,伪 造、变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丰等涉妹安全生产的其他犯罪案件。

彳四艹 人民裣衣浣对应怎饣理部门移迭涉诔安全生产犯罪

宋件和公安机关有关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衤五案 备级应急饣理邯门、公安机关、人民检秦院、人民法

院应当加强协作,统一法律适用,不 析完苷宋件移送、宋怙通报、信

忠共卒牛工作机俐。

衤六柒 应急饣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涉妹安全生产犯罪的问翅线索,或 者应急饣理部门、公安

机关、人民检衣院在查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发现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涉诔贪污片珞、失职渎职牛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

的问题线索,应 当依法及时移送监衣机关处理。

第二△ 日饣执法中的
=件

移送与法衤监0

彳七条 应怎饣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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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犯罪宋件的,应 当立即指定 2名 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纽成专案

纽专门负责,核 实怙况后提出移送涉抹犯罪宋件的书面报告。应

忠饣理邯门正职负女人戍者主持工作的负女人应当自按到报告之

日起 3日 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考不批准移送的决定。批准移送的,

应当在 zt小 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不 批准移送的,应 当将不

子批准的理由记录在宋。

礻八艹 应怎饣理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廾安全生产犯罪宋

件,应 当附下列材料,并将宋件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央院。

(一 )宋件移送书,载 明移送宋件的应怎饣理邙门名称、违法行

为涉{犯罪罪名、宋件主办人及联系电话年。宋件移送书应当附

移送材料沽毕,并加土应怎饣理邙门公幸 ;

(二冫宋件谓查报告,战 明宋件未汀、空获估况、廾及人基本怙

况、涉诔犯罪的革实、证捃和法伫依抒、处理走议牛 ,

(三 )涉案伪品清羊,伐 明涉宋伪品的名称、饮Ⅰ、特征、存放地

等扌项,并附采取行玫强俐措施、现场笔录牛表明涉宋杓品未汀的

相关材料,

(四冫泔有苎定机杓和鉴定人许质讧明戍考其他证明文件的裣

验报告戍考鉴定忘见,

(五 )现场恿片、沟问坫录、电子止捃、祝听峦料、认定忘见、女

令Ι改迁知书守共他与宋件有关的证圩材料。

对有关违法行为巳经作出行攻处罚决定的,还应当附行攻处

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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衤九条 公安机关对应急矽理部门移送的涉诔安全生产犯罪

宋件,应 当出具接受案件的回执或者在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

彳十条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移送的涉搛安全生产犯罪宋件材

料不全的,应 当在按受案件的 z4小 时内书面告知应急饣理部门在

3日 内朴正。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悚安全生产犯罪宋件移送材料不全、证

据不充分的,可 以就证明有犯罪÷实的相关证括要求等提出补充

调查忘见,由 移送宋件的应怎饣理部门补充调查。根据实际怙况 ,

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自行调查。

彳十-条 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涉抹安全生产犯罪案件,应 当

自接受案件之日起 3日 内作出立案或者不子立案的决定;涉悚犯

罪线索膏要查证的,应 当白接受宋件之日起 7日 内作出决定;重 大

疑难攵杂案件,经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白受案之日

起 30日 内作出决定。依法不子立柒的,应 当说明理由,相 应退回

宋件材料。

对尼于公安机关忄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柒件,应 当

在按受宋件后Ⅱ 小时内移送有饣辖权的公安机关,并 书面通知移

送宋件的应急饣理部门,抄送同级人民检衣院。对不后于公安机

关饣辖的宋件,应 当在 z0小 时内退回移送宋件的应怎饣理部门。

彳十二条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决定的,应 当自作出

决定之日起 3日 内书面迁知应怎饣理部门,并 抄送同级人民检

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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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送的涉妹安全生产犯罪宋件,公安机关立宋后决定拄销

案件的,应 当将技销宋件决定书送达移送案件的应怎忄理部门,并

退田宋卷材料。对依法应当追究行攻法仆女任的,可 以同时设出

书面走议。有关技销宋件决定书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衣浣。

礻十三艹 应忠饣理邙门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立宋迁知书之

日起 3日 内将涉宋钫品以及与宋件有关的共他材料移交公安机

关,并 办理交按手续。

对保饣条件、保饣场所有特床要求的涉宋仂品,可 以在公安机

关采取必要揩施田定留取讧据后,由 应怎饣理邯冂代为保饣。应

忠扌理部门应当妥苷保饣涉宋伪品,并 己合公安机关、人民裣衤

浣、人民法浣在办案过程中对涉宋仂品的调取、使用及鉴定竽

工作。

饣十四条 应怎饣理邯门按到公安机关不子立宋的迁知书

后,认 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宋的,可 以自按到不子立宋通

知书之日起 3日 内捉诂作出不子立宋决定的公安机关攵议 ,也 可

以走议人民检礻洗进行立宋监△。

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铤诂攵议的文件之日起 8日 内作出攵议

决定 ,并 书百迁知应忠饣理部门。应怎饣理部门对公安机关的攵

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 当自收到攵议决定之日起 3日 内走议人民

检衣浣进行立宋监△。

应怎饣理都冂对公安机关途瑚未作出足否立宋决定以及立案

后杜销宋件决定有异议的,可 以走议人民裣柒洗进行立宋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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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 ,

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 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通知、攵议维持不予立案通知或者立案后撇销案件决定及有关说

明理由材料。

衤十六条 人民检衣院应当对应急管理部门立案监督建议进

行审查 ,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立案后撇销案件的理由

的 ,应 当要求公安机关在 7日 内说明理由。公安机关应当书面说

明理由,回 攵人民检衣院。

人民检柒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撇销案

件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怙形的,应 当作出支持不予立案、撤销

案件的检衣忘见。认为有关理由不能成立的,应 当通知公安机关

立案。

公安机关收到立宋通知书后,应 当在 15日 内立宋,并 将立案

决定书送达人民检柒院。

笫十七条 人民检妄院发现应急饣理部门不移送涉嫌安全生

产犯罪案件的,可 以派员查询、调田有关案件材料 ,认为应当移送

的,应 当提出检泰忘见。应怎饣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意见后

3日 内将宋件移送公安机关 ,并将案件移送书抄送人民检察院。

Ⅱ十八条 人民检尔院对符合这捕、起诉条件的犯罪姝疑人 ,

应当依法批准这捕、提起公诉。

人民检衣浣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 当自作出决定之 日起

3日 内,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部门。对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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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追究行玫法件责任的,可 以同时提出检衣志见,并妥求应忠饣
理部门及时通报处理怙况。

第三△ =故闸∴中的衤件J送与法△监Ⅰ

衤十九条 ÷故发生地有饣辖权的公安机关根据÷故的怙
况,对涉沫安全生产犯罪的,应 当依法立宋侦查。

彳二十艹 ÷故泪查中发现涉抹安全生产犯罪的,衤 故调查
纽或者负责火灾汨空的消防机杓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戍考共攵印

件移交有饣辖权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革故汨查过程中,÷故泪查组戍考负女火灾泪查的消防机构可

以召开专足会议,向 有饣拧权的公安机关迁报÷故泪查进展廿况。

有饣艹权的公安机关对涉{安全生产犯罪未件立宋侦查的,

应当在 3日 内将立宋决定书抄送同级应怎饣理部门、人民检尔浣

和纽轵△故泪查的应忠饣理邙门。

△二十-Ι 对有Ι大社会形咱的涉计安全生产犯罪宋件 ,

上级公安机关采取挂济仁办、沃员全与牛方法加强指导和I促 ,必

要时,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主按纽织办理。

衤二十二Ι 纽织革故泪查的应怎饣理邙门及同级公安机

关、人民裣尔沈对涉{安全生产犯乖宋件的△实、性质认定、讧抒

采佶、法什适用以及责任追充有忘见分歧的,应 当加强协泪沟迁。

必要时,可 以枕法什适用牛方面问t听取人民法洗忘见。

衤二十三艹 对发生一人以上死亡的廿形 ,经依法纽织调查 ,

-11—



作出不属于生产安全守故或者生产安全责任革故的书面调查结论

的,应 急管理部门应当将该调查结论及时抄送同级监察机关、公安

机关、人民检衣院。

弟四Ⅱ 汪据的收△与使用

衤二十四柒 在查处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有 关应急饣理部门

应当全面收集、要苷保存证话材料。对容易灭失的痕迹、物证,应

当采取措施提取、田定:对查获的涉案仂品,如 实填写涉案物品清

革,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子以处理;对 宿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

钧品,由 法定裣验、鉴定机杓进行检验、鉴定,并 出具检验报告或者

鉴定忘见。

在÷故调空的过程中,有 关邯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

考丨故泪查组的安挤,按照甫欺规定收集、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

衤二十五条 在查处违法行为戍者÷故调查的过程中依法收

集制作的钫证、书证、祝听资料、电子饮捃、检验报告、鉴定忘见、劫

验笔录、检空笔录牛证据材料以及经依法批攵的革故调查报告,在

刑△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佼用。

÷故泪空组依照有关规定提交的÷故调查报告应当由其成员

荃名。没有岱名的,应 当子以补正戍者作出合理铒秆。

i二十六艹 当革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检验报告、鉴

定忘见、劫验圪录、裣查笔禾牛提出异议,中 诂Ι祈检验、拴定、勘

验戏者裣查的,应 当说明理曲。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有必妥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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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志。人民法浣同志Ξ祈鉴定申诂的,应 当及时委托鉴定,并将
鉴定忘见告知人民裣柒院、当÷人及英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 可
以由公安机关自行或者委托相关机杓丘祈进行检砼、鉴定、劫验、
检空等。

彳五△ 协作机H

礻二十七条 备级应怎饣理邙门、公安机关、人民检柒浣、人
民法浣应当走立女金生产行攻执法与刑÷司法衔按长效工作机
制。明确本革位的牵头机杓和联系人,加 强日带工作沟迁与协作。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汨俘决Ι妥问足,并 以会议纪妥守方式明确
议定丰项。

备省、自治区、主辖市应怎饣理邯冂、公安机关、人民检衣浣、
人民法浣应当每年定期联合迁报辖区内有关涉抹安全生产犯罪案
件移送、立案、批拈、起诉、我判结呆牛方面估忘。

礻二十八Ι 应怎饣理邯门对Ι大夂难攵杂宋件,可 以枕刑
革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证捃的田定和保全午闷足咨询公安机关、人

民检衣浣:公安机关、人民检衤浣可以枕宋件办理中的专业性问赶
咨询应怎饣理部门。受咨询的机关应当及时杏攵,书 面咨询的,应

当在 7日 内书百杏攵。

衤二十九艹 人民法眈应当在有关宋件的判决、找定生效后 ,

按照祝定及时杵判决书、戏定书在互联冂公布。适用职业衤止措
施的,应 当在判决、戏定生效后 10日 内将判决书、戍定书迭达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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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的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同 时抄送罪犯居住地的

县级人民检秦院。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应 当将判决书、裁定

书送达罪犯原所在革位。

第三十条 人民检泰院、人民法院发现有关生产经菅单位在

安全生产保障方面存在问题或者有关部门在展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方面存在违法、不当怙形的,可 以发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处理,并 将处理

怙况书面反馈提出走议的人民检泰院、人民法院。

第三十-条 备级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

运用信忠化手段,逐步实现涉姝安全生产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

上受理和网上监备。

第六△ 耐 则

笫三十二条 备省、白治区、直辖市的应急饣理部门、公安机

关、人民检枣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礻三十三艹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信忠公开形式:主 动公开〉

抄送:国 宋监尔委员会。

应怎饣珏邙办公厅 zO19年 4月 22日 印发

承办毕位∶攻法司   经办人 :刘  阳 电话:Bs9338⒒  共印 gO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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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河南省监察委员会。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⒛19年 6月 3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