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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集中攻坚，确保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决定在全市开展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现

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

安全两件大事，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为抓手，深

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领域专项整治，实现高危行业领域执

法检查全覆盖，从严抓好责任落实，从细管控安全风险，从实消除

事故隐患，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为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安全

稳定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整治范围

（一）危险化学品领域：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医药生产企业。



3

（二）非煤矿山领域：全市在生产和基建的地下矿山、露天矿

山和尾矿库。

三、整治内容

采取企业自查、交叉检查、专家诊查、上下结合检查等方式，

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一）危险化学品领域

1.查安全许可条件保持情况。对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

检查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违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是否存在将设备、设施及厂房转包分包他人使用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是否经培训考核合格，特种作业人

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其他从业人员是否经过安全培训；重大

危险源包保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是否正常运

行、双重预防体系是否真建真用，是否建立完善“一企一档一码”。

2.查设备设施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

储存设施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监控，严禁超温、超压、超负荷

生产，密切关注换热设备、冷却水的工况，及时处置温度、液位、

压力等异常情况；强化设备设施维护，所有自动控制和安全仪表系

统、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紧急切断装置等应全部投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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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全面排查建（构）筑物、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电气设备、

安全仪表等防雷接地情况，彻底消除隐患，有效预防雷电引发的生

产安全事故；完善通风降温设施，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等场所，应保证通风、降温、检测

报警设施完好，处于正常适用状态。

3.查作业活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企业是否合理安排各类作业

活动，减少中午高温时间室外露天作业，配备防暑降温药品，预防

人员中暑事故；严格执行夏季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气温超过 35℃时，一律停止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加强检维修安

全管理，全面辨识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登高

作业等特殊作业风险，做好检测分析，规范办理审批作业许可证，

有效确认落实安全措施；强化企业开停车管理，减少夏季高温雨季

开停车频次，完善开停车方案，所有开停车活动必须进行全面安全

风险分析，风险防控措施必须经各部门认真审核并严格落实。

4.查应急准备措施落实情况。企业应急救援预案应按照《生产

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要

求重新编制，在高温雨季来临前组织一次专项演练，消防、个体防

护、医疗急救、抢险堵漏等各类应急器材按要求配齐并保持完好；

检查测试消防喷淋系统，对危险化学品罐区设置的喷淋冷却水系统



5

进行启动测试，确保水压、冷却效果等达到设计要求；切实做好防

汛工作，企业对厂区内排水设施进行检查，疏浚排水、排洪沟，配

齐防汛物资，落实防汛抢险队伍；定期对下水管网内可燃、有毒气

体进行监测，防止泄漏物料进入下水管网，保证管网运行安全。

5.查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是否严格按照时限落实精细化工

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是否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分类整治目录

（2020）年》要求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分类整治，对纳入分类整治

名单的企业，依法落实停业整顿、限期整改等措施；重点危险化学

品企业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是否完成整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发现的问题隐患是否全部完成督办整治；大

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是否全面覆盖，是否根据综合评估风

险等级分类采取处置方式，企业是否形成隐患自查报告和自查隐患

问题清单并立即整改。

（二）非煤矿山领域

1.查非煤矿山企业大排查开展情况。是否按照《非煤矿山安全

生产大排查工作实施方案》（豫应急办〔2021〕25 号）要求开展

大排查，基建地下矿山是否实现执法全覆盖；是否开展汛前头顶库

专项检查，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是否整改到位。

2.查外包工程整治情况。非煤矿山企业是否严格审核外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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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含基建施工和采掘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是否强化外

包施工队伍全员培训，运用手指口述、现场实操等方式提升一线员

工安全素质。

3.查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整治情况。是否试行“三级库长

+乡镇驻库员+村级负责人”五级安全管理责任制，健全完善尾矿库

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尾矿库企业是否对排洪构筑物进行全面质量检

测，检测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是否制定整改方案；四、五等尾矿库是

否全部建成视频监控系统。

4.查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化建设情况。非煤矿山企业是否建立动

态风险管控工作机制；动态风险管控手段是否完善，检修作业、一

线高风险作业岗位是否全面建成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三违作业有效

监督及事后追溯；是否建立特殊作业动态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检修

作业、临时特殊作业是否制定“两案一书”（检修方案、应急预案

和作业指导书），是否根据安全风险大小和影响范围分别报车间、

公司主要负责人审批。

四、实施步骤

此次专项整治时间为 5 月底至 8 月底，市县两级专项检查贯穿

专项整治始终。

（一）企业自查整改。各县（区）迅速进行动员部署，建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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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整治企业清单，督促企业对照专项整治内容，全面深入开展自查

自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市县交叉检查。各县（区）坚持异地执法、属地办案的

原则，根据《驻马店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

通知》要求，按照 6 个专项检查组分工进行组内县际交叉检查。同

时，本着一个企业一个执法主体原则，明确检查重点，实行线上执

法，确保检查全覆盖。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县（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

势，坚决扛起安全稳定重大政治责任，将专项整治作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重要保障措施，细化方案，强化措施，切实抓好各项工

作落实。

（二）落实主体责任。企业要严肃认真进行自查自改，形成自

查报告和隐患问题清单，将发现的隐患全部录入监管信息平台，做

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主要负责人要树牢

“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本着对企业员工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

度，亲自组织实施对照自查和隐患整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对发

现自查自纠不认真，问题整改不彻底的，要依法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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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执法检查。要按照铁规、铁面、铁腕、铁心、铁痕

“五铁”标准，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敢于较

真碰硬，依法严格处罚，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隐患，坚持重患必停，依法从严查处，并落实停产整顿、

关闭取缔、行刑衔接等措施，强化执法震慑作用。

（四）加强组织调度。专项整治实行每周信息报告制度，并定

期通报有关情况。对信息报送不及时、工作推进缓慢、执法检查走

过场的，将进行通报、提醒警示。各县（区）每周四分别向市危险

化学品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信息。

联系人：石 奕 0396-2601102（危险化学品）

zmdajjwhk@163.com

李宇航 0396-2601110（非煤矿山）

ksk2601110@126.com

mailto:hnajwhc@126.com
mailto:zhangfeng7505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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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

小组

2.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企业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调

度表

3.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企业专项整治发现的重大隐患

清单

4.重大隐患交办通知书

5.执法建议书

6.基建地下矿山专项检查表

7.生产地下矿山专项检查表

8.尾矿库专项检查表

9.露天矿山专项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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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组 长：牛清泉 市应急局局长

副组长：裴 峰 市应急局副局长

冀全力 市应急局副局长

黄汉华 市应急局副局长

成 员：胡志军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科科长

武跃红 市应急局矿山监督科科长

胡万军 市应急局综合协调科科长

王 涛 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徐 磊 市应急局执法监察支队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整治的日常工作。胡志军、

武跃红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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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企业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

县区： 截止日期：

企业数量（家）

已完成

检查数量

（家）

检查发现的隐患数量及整改情况 检查处罚情况

隐患总数
已整改的

隐患数量

重大隐

患数量

已完成

整改的

重大隐

患数量

下达执

法文书

（份）

立案

处罚

（家）

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家）

处罚

金额

（万元）

关闭

（家）

移交

司法

（件）

危险化学品

企业

非煤矿山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专项检查交办隐患计入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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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化学品、矿山企业专项整治发现的重大隐患清单

县区： 填报日期：

序号 企业名称 存在的重大隐患 采取措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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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大隐患交办通知书

专项检查第 组第 号

：

专项检查组于 年 月 日对

执法检查，发现存在下列问题隐患：

1.

2.

3.

4.

......

被检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县（区）执法人员： 、 、 、

县区执法人员： 、 、 、

专项检查组成员： 、 、 、

请你单位按照行政执法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于 年 月 日前报市专项检查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本清单一式三份，被检查企业，市、县主管部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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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执法建议书

：

年 月 日，经市专项检查组检查，发

现你辖区内 存在以

下违法违规问题：

建议你单位依法进行查处，于本执法建议书下发之日起 15

日内将处理情况上报市专项检查组。涉及行政处罚的，在作出

处罚决定后 5 个工作日内报送市专项检查组。

执法建议书签收人： 联系电话：

市专项检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执法建议书一式两份，原件交当地主管部门，复印件市专项检查组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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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基建地下矿山专项检查表
矿山企业名称

基建系统名称

设计规模 开采矿种

序

号
事项 具体内容

一

法

规

规

定

1.审批手续
是否按照规定编制审批《施工组织设计》，是否依照《安全设施设计》

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2.领导带班 是否严格执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领导双带班下井制度。

3.双重预防
是否建立双重预防体系，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规定，

实现信息化有效运行。

4.安全资格 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是否依法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二

标

准

规

定

5.填绘图 是否每月及时填绘图，现状图与实际是否相符。

6.通讯联络
井下是否按规定配备有线电话或实现网络信号全覆盖，保障有线电话、

手机双通讯系统畅通。

7.视频监控 在提升机、水泵、配电、作业面等场所，是否设置视频监控。

8.个人防护
入井人员是否配齐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自救器等安全器具及安全帽、

绝缘胶靴等劳保用品。

9.浇砼锁口

井口（平硐、斜井、竖井）是否在基岩上采用整浇砼锁口(平硐、斜井

应出露地表 5 米以上，竖井、斜井口标高应大于历史最高洪水位 1 米

以上)。

10.软岩支护
围岩硬度摩氏系数在 5以下的竖井、斜井是否采用整浇砼等刚性支护，

井巷破碎地带是否采取可靠的支护措施。

11.安全出口 竖井施工是否安装安全爬梯或设置其他独立行人安全出口。

12.防物体打击
竖井施工井深在 100 米以内是否采取单层或双层吊盘，100 米以上是否

采取双层吊盘防物件掉落安全措施。

13.防坠落
竖井施工使用吊桶、箕斗等提升是否设置防坠落安全设施，斜井施工

是否采用阻车及防跑车安全装置；提升设施是否经检测检验合格。

14.通风
是否使用机械风机或螺杆空压机通风，保证作业面风速达到 0.5m/s 以

上；作业面爆破影响范围外是否及时设置风速在线监测装置。

15.防治水
在采空区附近进行作业是否提前对采空区灾害进行处理、是否按设计

采取防治水措施。

16.防排水 施工作业是否采用可靠排水设施。

17.机电设备

竖井、斜井和运输平巷等主要场所是否按要求敷设铠装阻燃电缆供电、

井下主要机电设备机体是否接地并使用防爆灯具照明。煤系矿山是否

使用防爆电器设备。

18.安全避险
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同步建设并使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通讯联络、

压风自救、供水施救、紧急避险等安全避险设施。

19.淘汰落后 是否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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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生产地下矿山专项检查表
矿山企业名称

生产系统名称

设计规模 开采矿种

序

号
事项 具体内容

一

法

规

规

定

1.审批手续
是否按照规定编制审批《施工组织设计》，是否依照《安全设施设计》

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2.领导带班 是否严格执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领导双带班下井制度。

3.双重预防
是否建立双重预防体系，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规定，

实现信息化有效运行。

4.安全手续 是否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各项工程是否在安全许可范围内。

二

标

准

规

定

5.填绘图 每月是否及时填绘图，现状图与实际是否相符。

6.通讯联络
井下是否按规定配备有线电话或实现网络信号全覆盖，保障有线电话、

手机双通讯系统畅通。

7.视频监控 在提升机、水泵、配电、作业面等场所，是否设置使用视频监控。

8.个人防护
入井人员是否配齐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自救器等安全器具及安全帽、

绝缘胶靴等劳保用品。

9.采空区坍塌
对矿区范围内采空区情况是否清楚，是否绘制采空区现状图。是否按

照设计要求对生产形成的采空区进行处理。

10.动火作业
是否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井下切割、焊接等动火作业是否制

定安全措施，并经矿长签字批准后实施。

11.安全出口
每个矿井是否至少设置两个独立的安全出口直达地面，每个中段是否

至少设置两个独立的安全出口通往上中段。

12.斜井提升

提升矿车的斜井是否设置常闭式防跑车装置；斜井上部和中间车场是

否设阻车器或挡车栏，斜井下部车场是否设躲避硐室。斜井人车是否

装设可靠的断绳保险器，每节车厢的断绳保险器是否相互连结。

13.防坠落

竖井罐笼、防坠器、钢丝绳施工使用吊桶、箕斗等提升是否设置防坠

落安全设施，斜井施工是否采用阻车及防跑车安全装置；提升设施是

否经检测检验合格。

14.通风

是否建立完整的机械通风系统，保证井下作业面风速达到0.5m/s以上；是

否建立通风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通风技术人员和测风、测尘人员；机械通

风系统是否能实现反风，是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反风试验。

15.防治水
在采空区附近进行作业是否提前对采空区灾害进行处理，是否按设计

采取防治水措施。

16.防排水 是否按照设计和规程要求建立排水系统，并确保排水系统完好可靠。

17.机电设备

由地面到井下的电源电缆是否敷设至少两条独立线路。水平巷道或倾

角 45°以下的巷道是否使用钢带铠装电缆，竖井或倾角大于 45°的巷

道是否使用钢丝铠装电缆。煤系矿山是否使用防爆电器设备。

18.安全避险 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同步建设并使用六大安全避险设施。

19.淘汰落后 是否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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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尾矿库专项检查表
尾矿库名称

设计总库容/坝高 现状总库容/坝高

序号 事项 具体内容

一

法

规

规

定

1.安全手续
是否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安全

设施设计》进行施工。

2.组织机构
是否设立专门的尾矿库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兼）

职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3.双重预防
是否建立双重预防体系，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规

定，实现信息化有效运行。

4.领导带班 是否按照《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进行领导带班。

二

标

准

规

定

5.坝体评估 是否按法规、国家及行业标准对坝体稳定性进行评估。

6.安全监测 是否按照要求设置人工和在线安全监测设施，并有效运行。

7.外来之物 是否存在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

8.坝体异变
坝体是否出现贯穿性横向裂缝，且出现较大范围管涌、流土变形，

坝体是否出现深层滑动迹象。

9.设计复核 坝体外坡坡比、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10.库容坝高 坝体是否超过设计坝高，是否超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11.参数控制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是否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率，浸润线埋深是否

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12.合理放矿
采用上游式筑坝的，是否在坝前均匀放矿，是否未经论证在库后或

一侧岸坡放矿。

13.排洪系统

是否定期对排洪系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是否及时处理，排洪

构筑物是否堵塞、坍塌。

排洪系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

是否建立排洪系统工程档案特别是隐蔽工程档案，保留隐蔽工程施

工、监理记录及相应影像资料。

从事排洪设施操作（含排洪井拱板安装）的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特种

作业人员操作证。

是否严格控制拱板安装质量，安装排水井拱板前是否对拱板的质量

逐一检查；安装时拱板两端砂浆是否填充饱满、密实，拱板的施工

及安装过程是否留存隐蔽工程照片，建立验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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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露天矿山专项检查表

矿山企业名称

生产系统名称

设计规模 开采矿种

序

号
事项 具体内容

一
法规

规定

1.审批手续
是否按照规定编制审批《施工组织设计》，是否依照《安全设施设
计》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2.领导带班 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

3.双重预防
是否建立双重预防体系，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规
定，实现信息化有效运行。

二
标准

规定

4.采空区和

构造带处理

地下开采改为露天开采时，是否将全部地下巷道、采空区和矿柱的
位置，绘制在矿山平、剖面对照图上。容易引起边坡垮塌事故的，
是否采取人工加固措施治理边坡。

5.淘汰落后

设备工艺

是否存在使用爆破方式对大块矿岩进行二次破碎、无稳压装置的中
深孔凿岩设备、未安装捕尘装置的干式凿岩作业等淘汰设备、工艺。

6.开采方式 是否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或者分层的方式进行开采。

7.边坡管理
工作帮坡角是否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或者台阶（分层）高度是否
超过设计高度；边坡是否出现滑移现象。

8.保安矿柱 是否擅自开采或破坏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岩柱和挂帮矿体。

9.在线监测 高度 200 米及以上的边坡或排土场是否进行在线监测。

10.防排水
封闭圈深度 30 米及以上的凹陷露天矿山，是否设置建设防洪、排
洪设施。

11.爆破 雷雨天气是否实施爆破作业。

12.排土场

是否属于危险级排土场；大、中型矿山或边坡潜在危害性大的矿山、
排土场是否每 5 年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一次检测和稳定性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