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安委办 E2018〕 109号

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 (二 )

各县 (市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各有关单位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工作部署和 《揭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

方案的通知》 (揭府办 (⒛17)31号 )要求,现将阶段来有

关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

-、 阶段来工作进展情况

全市各县 (市 、区)、 各有关单位按照 《实施方案》的工

作任 、时间节点及 9月 26日 全市综合治理推进会部署要求 ,

结合阶段来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

有序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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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管委会积极推进危险废物处置中

心建设,目 前已完成环评、稳评公示。第一期建设项目处理规

模 6万吨/年 ,其 中焚烧处理 3万吨/年 、物化处理 3万吨/年 。

市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安全生产投入,争 取

⒛18年省级社会治理专项资金 (安全生产方向)339万元,主

要用于监管监察能力建设、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项

目;统筹安排本级资金大力支持安全生产宣贯、培训等。

市编办、市安全监管局研究起草《揭阳市党政部门及中央、

省驻揭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草案)》 ,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政府监管责任体系,目 前已完成征求意见,待市编委审核

并扌市委市政府审批。

揭阳税务局高度重视企业
“
黑名单

”工作,把危险化学品

企 “
黑名单

”
列入税收

“
黑名单

”工作一起部署、一同考核。

充分 刂用官方微信、外部网站、纳税人短信平台开展宣传
“
黑

名单
”
相关内容工作,发动广大纳税人关注

“
黑名单

” 作。

市发改局积极推进我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及
“
信用揭阳

”

网站升级改版,并于⒛18年 11月 15日 起上线试运行。市工

商局将政府部门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

查检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列入黑名单等信息统一归集

公示,并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广 东)、 信用广东网

等信用信息平台联网共享,进一步健 失信联合惩戒相J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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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信局、市公安局联合制订了《揭阳市打击成品油非法

经营行为专项行动方案》,进一步推进我市打击成品油非法经

营行为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市公安局强化涉危涉爆违法犯罪

打击力度,阶段来实施行政处罚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位 ‘佳5家 ,

查处涉危涉爆案件 4宗 ,处理涉危涉爆犯罪人员 15名 ,收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275o公斤。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全市危险货

物运输企业专项检查,排查道路危运企业安全隐患,并于 6

月下旬对 7家危运企业进行督查,发现安全隐患 1茌 项。市交

警部门加强对危运车辆的监管检查,阶段来共出动警力 84⒛

人次,检查危运车辆 2105辆次。

市经信局会同市安全监管局全面启动实施人口密集区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工程。由相关县 (市 、区)人 民政府 (管

委会)按照
“一企一方案

”
的要求,研究制定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搬迁改造实施方案,并积极配合省经信委、省安全监管局

对大南海石化工业区进行现场评估,为 下一步园区承接城镇人

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做好准备。

揭 阳市城 乡规划局在编制 《揭 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⒈ 2035年 )》 (于 ⒛18年 8月 1日 通过省政府审批 ,

正式实施)上 ,充分考虑危险化学品产业布局及安全规划,并

根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对重大危险

源及化工园区管理提出相关要求。

揭阳海事局充分利用广东智慧海事监管服务平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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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CCTV、 ⅧF等信息化手段,对危险品船进行实时动态监

控。

市安全监管局、金融工作局、财政局、保险行业协会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部署要求,积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险

工作,目 前,除央属企业由上级公司统一购买外,已有 7家危

险化学品企业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揭阳潮汕机场公司编制了本公司《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安

全管理法定自查清单》,进一步强化危险品风险管控。机场货

站依照规定配套建设 9类危险品暂存库房 9间 ,作为误运危险

品应急暂存之用。今年来先后组织了多场次的
“
机场货站发现

爆炸品桌面演练
”
、

“
货站仓库危险品泄露应急处置

”
等应急

演练和
“
危险品航空运输安全宣传教育

”
。

市安委办制定印发了《揭阳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联

席会议 刂度》 (揭 安委办 (⒛ 18)29号 ),建立更加强有力

的统筹协调机制,并于 9月 26日 组织召开了全市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部门联席会议。

市安全监管局共排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19家 ,其 中

一级重大危险源 4家 ,二级 6家 ,三级 7家 ,四级 2家 ,全部

录入
“
广东省重大危险源监督信息系统

”
,完 善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数据库。严格规范第三方服务机构监管。下发 《关于

签订<安全中介机构服务承诺书>的通知》(揭 安监 (2o18)1o2

号)加 强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监管,要求在我市辖区内开展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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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安全监管局行政许可及其他相关业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必

须签订 《安全中介机构服务承诺书》,目 前已有 8家 中介机构

完成此项工作。建立了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化工园区“
公众开放

日”
活动制度,由 相关企业和园区定期开放,鼓励社会各界走

入企业和园区,消除公众对危险化学品不安全感。
二、存在问题

(一 )综合治理工作力度仍需加强。部分地区、部门 (单

位 )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重视不够,个别县区安委

办没有很好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指导协调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力

度不强,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个别部门 (单位 )未按照

市政府 《实施方案》工作任务落实,未报送阶段进展情况,有

的资料报送不及时、不认真,部分地区、部门 (单位 )报送的

工作进展情况内容空洞,针对性不强,工作亮点不突出。

(二 )部分工作推进缓慢。一些部门 (单位 )牵 头负责的

工作还未启动,个别部门 (单位)至今尚未对有关企业开展风

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存在危险化学品运输环节、城镇燃气、

港口码头、机场、学校、医院等领域、环节风险点危险源摸排

不深入不彻底,风险点危险源情况不明、数据不清等问题;有

的部门 (单位 )对需要推动的任务存在等待观望现象;危险货

物港区信息管理平台不完善;危险化学品建设工程相关单位资

质管理薄弱、措施不到位。

-5-



(三冫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有待提升。个别企业自动化水平

比较低,自 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改造不到位;科技强安缺乏力

度。

(四 )档案管理未达到要求。部分地区、部门 (单位 )未

全面收集佐证资料完善综合治理工作台账,综合治理档案资料

不规范不齐全。

、下一步工作要求

各县 (市 、区)、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近期 《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的通知》和 9月 26日 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联席

会议暨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全面梳理总结前期

工作,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国家和

省的部署要求上来,切实增强推进综合治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

(一 )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工作。各县

(市 、区)、 各有关单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

议时提出的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
为统领,坚决贯彻国家和省、

市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部署,增强做好工作责任感、

紧迫感,持续加大治理力度,彻底治理不足和短板,巩固提升

治理效果。

(二 )层层压实责任,按期完成各项综合治理工作任务。

各县 (市 、区 )、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梳理总结前期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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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查漏补缺,严格履行职责,确保各项工

作任务加快推进,按期完成。要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重大建设

项目公众参与机制和联合审批制度;加 强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

能力建设,及 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加快产业工人安全技能培

养,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危险化学品

安全技术成果转化和安全技术装各推广应用。

(三 )强化检查督导,推进综合治理工作提升。各县 (市 、

区)、 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指定专人

负责,不折不扣地抓好综合治理工作任务落实,坚决防止走过

场。要按职能和任务分工认真开展分管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并采取重点抽查、约谈、督办等手段,加强对综

合治理工作的督导,对综合治理工作不认真、整改不落实的,

要通报批评直至追责问责。要切实解决排查不全面不彻底问

题,推 动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有效防范各类危险化学品

事故发生。

、公室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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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安委会办公室,各县 (市、区)安委会办公室。

揭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⒛ 18年 12月 14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