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梅市安办〔2019〕60号 

 
 

梅州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落实全省

“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综合 

检查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市安委会成员单位： 

现将《梅州市落实全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

产综合检查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有

关单位按要求抓好整改落实。 

 

 

 

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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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落实全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

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方案 

 

9 月 3日至 4日，省安委会第二综合检查组对我市中秋、国

庆节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情况、重大隐患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等进行综合督查。检查组对梅州伊利冷冻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广东航鑫科技股份公司、梅州市梅县区诚辉化工有

限公司、广东华威化工有限公司、广东弘和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明查暗访，在查阅台账的基础上，重点检查生产车间、仓

库等重点场所，并现场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一

线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试。省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市安全生

产工作取得的成效，同时，在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党政责任和

企业主体责任方面存在问题和隐患（详见附件），要求我市要高

度重视、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持续发力、再接再厉做好“双节”

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上新台阶。为确保省检查

组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到位，通过举一反三进一步完善安全

生产长效机制，特制订《梅州市落实全省“防风险、保安全、迎

大庆”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发现隐患问题整改方案》。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隐患问题整改责任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市委办、市府办、市委组织部、

市委编办，市应急管理局、市工信局、梅州高新区、市消防支队

及其他市安委会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省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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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严格按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要求

和省安委办确定的相关隐患问题，按时整改，加强组织领导、狠

抓对策措施、全面推动落实，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整改的重点工

作要列入常委（党组）会、常（局）务会进行研究部署、重大问

题要亲自过问、重点环节要亲自协调，其他分管领导要按照职责

抓好分管行业领域整改工作的落实，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岗、

要求到位。 

二、发扬斗争精神，落实隐患问题整改措施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迅速

行动，进一步发动各行各业加强盯防，发扬斗争精神，采取有效

措施，确保全面落实“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任务。要进一

步深化安全专项整治，努力解决重点问题，做到提升一批、整治

一批、取缔一批，全力化解防范重大风险。针对检查组指出的问

题隐患，要逐条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整改

要求，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整改，确保隐患问题整改无疏漏。要

加大问责力度，立行立改、动真碰硬，对存在问题的企业，该整

改的坚决整改，该停产的一律停产，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要进一

步强化安全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要进一步加强社会

监督，加大公开曝光、联合惩戒的力度，畅通安全举报方式，兑

现举报奖励，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工作持续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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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问题整改实效 

市安委办将全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综合

检查现场隐患问题整改情况纳入 2019 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考核内容，加强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问题整改扎实开展、有

序推进、取得实效。市安委办将适时组织抽查，对整改责任和措

施不落实、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通报批评，情形严重的，予

以严肃追责问责。请各县（市、区），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于 9 月

25 日前将本地区、本部门和单位的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市

安委办（电话：2302613，传真：2298555，邮箱：mzaj@vip.163.com）。 

 

附件：1. 综合检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意见（党政层面） 

           2. 综合检查发现隐患及整改意见（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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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综合检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意见（党政层面）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提出的要求和整改意见 

1 

中秋、国庆节及汛期

安全生产工作的部

署落实情况。 

印发了《梅州市“迎国庆、防风险、保平安”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大检查工作方案》，8 月 27

日、12 日和 21日，分别在市委常委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全市第三季度防范较大以

上安全生产事故工作会议上，专门部署“迎

国庆、防风险、保平安”专项行动。从方案

印发以来，各级各部门召开专题研究会议 21

场次，各县（市、区）和市直各单位共有 53

名领导带队开展“迎国庆、防风险、保平安”

安全检查工作，检查企业（场所）287 家（处），

排查整治一般隐患 1193 项。 

1.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红线意识”、“底

线思维”，贯彻落实“三个必须”工作要

求；2.9 月 25 日前，市、县两级政府召开

专题会议对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贯

彻、再部署、再落实。3.9月 25 日前，市

安委会成员单位要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

安全生产工作，重点研判“双节”安全防

范等重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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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提出的要求和整改意见 

2 

持续推进各类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的情况。 

印发《关于持续推进九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和《关于强化其

它重点领域整治的通知》，持续推进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消防、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

竹等九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1.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防死守，紧盯安

全生产重点企业、关键环节，确保省市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到位，把工作做细做

实。2.市重点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化专项整

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力争提升一

批、整顿一批、关闭一批。 

3 
重大隐患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 

1.对企业的安全培训考核还存在差距，检查

抽查发现个别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相当数量

的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对应知应会的法

律法规、安全生产职责、安全风险仍然不清

楚。2.省府办公厅挂牌督办的梅州花园重大

火灾隐患要求 11 月底前整改完成，梅州市计

划 9 月 20 日前整改完成，现还有 1 项问题未

整改完成。 

 

1.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针对部分企业从业

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的问题，在

国庆前尽快组织开展重点企业的全员安

全培训考核，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素

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100%持证上岗。2.

市委宣传部门统筹梅州日报社、市广播电

视台，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及时曝光坏的

典型、宣传好的典型，尤其要公开曝光安

全生产失信企业。3.各县级政府和市重点

行业监管部门加大联合惩戒力度，10底前

对符合联合惩戒或列入“黑名单”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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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提出的要求和整改意见 

至少要报 1 家。4.畅通群众安全举报投诉

途径，兑现举报奖励，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形成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5.梅江区政府

要加快梅州花园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确保 9 月 20日前完成整改，市消防支队

要加强督促检查。 

4 
健全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的情况。 

1.梅州市尚有 2个县（区）未落实安委会“双

主任”制度。2.176 家养老机构未按要求全

部安装物联网监控设施。3.修订的梅州市党

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安全生产职责规定还未正

式出台。 

 

1.兴宁市、丰顺县党委政府及各县（市、

区）镇（街）要在 9 月 13 日前落实安委

会“双主任”， 9月 25 日前要延伸到各村

（居）委落实安委会“双主任”，确保全

覆盖。2.市消防支队要继续按要求全力推

进“一老一小”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

3.市委编办要尽快修订出台各部门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进一步厘清机构改革后各

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4.市委办、市府办、

市委组织部要提示党政领导年度述职要

体现安全生产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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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综合检查发现隐患及整改意见（企业层面） 

 

序

号 

检查单位、

企业名称 

存在隐患问题 

（重大隐患需注明） 

采取的措施 

和整改意见 

1 

梅州伊利冷

冻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 

一、氨系统控制室 

1、未设置岗位风险告知牌（卡）；2、缺少操作规程；3、未按照《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3〕88

号）编制工艺卡片。 

二、危险作业管理 

1、危险作业（动火、高处作业、吊装等）票证格式未参照《化学品生产单

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的相关要求； 

2、动火作业票部分人员（动火人、项目负责人等）签字为电脑打印而非手

签。 

三、消防系统 

1、液氨系统的消防喷淋供水总阀（车间外靠墙处）处于关闭状态。 

四、控制系统 

1、氨控制系统、压缩机控制系统出现大量的报警记录，仅 8 月 28 日 1 天就

出现近 30 条报警记录，涉及出口压力、温度等，现场未见上述报警的处理

1.由市应急管理局

责令限期整改并跟

踪复查。 

2.9 月 25 日前完成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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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也未见报警处理相关规程。 

五、紧急卸氨系统 

1、紧急卸氨系统室外阀门安装位置位于槽车卸车接管区，该区域有围栏且

平常进出小门处于锁闭状态，影响应急状态下快速开启。 

2 

广东华威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一、安全教育培训台账 

1、年度安全培训计划未明确体现从业人员每年接受教育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 学时的要求； 

2、培训记录不严谨，如 4 月 16日培训记录，培训时间为 20 小时，如何形

成的，记录未说明； 

3、培训记录未体现关键操作岗位员工每月不少于 1 次教育培训。 

二、风险管控 

1、危险源辨识不够细化，将炸药生产作为 1 个危险源，该企业炸药生产涵

盖配料、乳化、敏化、包装等环节，分散在不同的车间，辨识单元过于笼统，

建议以设备或场所作为危险源辨识单位； 

2、管理人员对风险分级管控概念理解有待加强； 

3、隐患整改复查记录不完善，如 2019年 6 月份省工信厅检查发现一处设备

未进行接地，整改记录未已整改接地，但记录未明确是否测试接地电阻、接

地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三、生产现场 

1、炸药装袋、封装、包装生产线有成品炸药洒漏现象，地面长期有油脂存

在。 

1.由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跟踪督办。 

2.9 月 13 日前完成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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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弘和高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一、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 

1、未提供主要负责人潘育强参加月度安全会议的记录； 

2、未提供主要负责人潘育强每季度参加车间安全检查的记录； 

3、未提供主要负责人潘育强参加应急演练的记录。 

二、风险管控 

1、安全操作规程针对性不强，如该企业制定了清罐安全规程，设定的安全

条件不合理，且该企业无检测可燃气体浓度、氧含量的手段； 

2、该企业收集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不完善，资料中危险爆炸极限

数据全部为“无资料”。 

三、生产储存现场 

1、车间未设置事故应急处置规程（流程）牌，应急疏散标识数量不足； 

2、槽车卸车接管位置未采取防漏措施； 

3、埋地储罐无液位指示仪表（液位计），卸车时液位控制主要依靠人工观察； 

4、乙类仓库未明确危险化学品最大储量要求。 

1.由市应急管理局

责令限期整改并跟

踪复查。 

2.9 月 25 日前完成

整改。 

4 

广东航鑫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1、生产区域、操作岗位等缺少风险告知，安全警示标志不足，厂区安全氛

围不浓； 

2、DCS 控制室无工艺参数控制卡； 

3、DCS 控制室无交接班记录； 

4、成品包装岗位操作人员存在无证替岗的现象； 

5、生产设备均未编制设备位号、管道无介质及流向标识、管道法兰未进行

防静电跨接； 

1.由市应急管理局

责令限期整改并跟

踪复查。 

2.9 月 25 日前完成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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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品仓库洗眼冲淋器不规范、应急物资清单和现场不符、消防器材检查

频次不足（每月 1次）； 

7、成品库产品包装无标识，缺少“一书一签”； 

8、安全管理制度编制不规范，缺少适用范围、责任部门、工作程序等内容； 

9、控制室操作人员不熟悉工艺反应原理、个人防护用具摆放不符合要求； 

10、变更管理不符合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 

5 

梅州市梅县

区诚辉化工

有限公司 

1、仓储区安全风险告知牌破损、陈旧； 

2、危化品储罐区安全防护用品配备数量、品种不适合，不能满足应急需要，

无规范的存放设施； 

3、危化品储罐区储存硫酸等易制毒品，不符合实现封闭管理等的相关规范

要求； 

4、固体仓库内未实现分区、定置化管理，仓库内产品和废品、杂物等混放、

杂乱； 

5、超范围储存醋酸酐，且仓库内通风不良，刺激性异味很大； 

6、固体仓库应急物资清单和现场不符、消防器材检查频次不足（每月 1次）； 

7、维修间乙炔、氧气钢瓶、油漆、稀释剂等混存，室内物品杂乱； 

8、柴油发电机房、消防泵房内部有杂物、设备卫生差； 

9、未提供危险作业票证； 

10、缺少公司领导带班制度。 

1.由市应急管理局

下达强制措施决定，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经市应急管理局验

收合格后才能恢复

生产经营。 

2.9 月 25 日前完成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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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安委办，市委、市政府，市委组织部，各县（市、区）安委办。 

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9月 6日印发 

校对人：黄振群                                  打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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