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城县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

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

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

各村、乡直各单位、各企业：

为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市、县有关会议部署要求，

着力解决当前我乡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相关突出问题，确保我乡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生

产环境。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在全乡范围内开展“防风险、除隐

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加油站、液化气站、水利、

电力、农业机械、特种设备、烟花爆竹、文体娱乐等行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重

点突出学校、医院、宗教场所、出租房、危房、危桥、超市、敬老院、文化广场、

集镇农贸市场、电动车销售及停放充电场所等安全检查；企业突出检查劳动密集

型、涉粉涉爆企业，并对有限空间作业及特种设备安全进行检查。

二、组织领导

成立由乡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各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相关职能站所负责同

志为成员的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

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领导组（见附件）。领导组在乡安监所设办公室，

具体负责协调此次专项行动的日常工作，此次专项行动共分七个检查组，分别由

分管领导带队，相关职能部门成员参加开展工作。

三、检查内容及职责分工

（一）建筑和在建工程、农贸市场、村镇建设检查组

组长：汪才俊（党委委员、副乡长）

参加部门：集镇办、城管中队

检查内容：重点开展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检查在建工程，超重机械、脚手架、高

大模板、防高坠安全防护设施等，关键部位及重点环节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



（二）道路交通、农村用电安全检查组

组长：王 艳（党委副书记）

参加单位：公路管理办、综治办、供电所、派出所

检查内容：重点检查乡级主干道、村内主干道的交通安全隐患情况

1、重点路段、主干路段、弯道、桥梁、道口等交通安全设施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设置防撞护栏、防撞墩、防撞墙等应急措施，是否设置明显规范的警示标志，

尤其是道路交通“五小工程”的建设和安全管理是否全部规范到位。

2、农用电安全，重点检查农村高压线路是否有违章用电，高压电线路下的障碍

清除，用电场所及用电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

（三）水利安全检查组

组长：薛维成（组织委员）

参加单位：水利站、国土所

检查内容：

1、河坝、水塘、干渠除险加固情况；

2、涵闸、泵房安全管理运行情况；

3、防汛工作方案制定及防汛值班落实情况；防汛措施及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边

坡、小渠、挡墙、重点工程、排洪设施、低洼地的安全防范工作情况。

（四）农业、林业、农机安全检查组

组长：桂兴胜（副乡长）

参加单位：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林业站

检查内容：

1、农业机械的安全情况；

2、林业木材加工的安全情况；

3、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情况及农机人员年度安全核实情况。

（五）敬老院、食品、药品经营安全检查组



组长：王金武（副乡长）

参加单位：民政办、综治办、卫生院

检查内容：

1、敬老院、卫生院、卫生室及人员活动场所消防、用电、安全通道的安全检查

情况。

2、食品药品经营场所安全情况。

（六）学校、幼儿园、娱乐场所、宗教场所、文化广场安全检查组

组长：程邦平（宣统委员）

参加单位：社会事业服务中心、派出所、乡中心校

检查内容：

1、学校、幼儿园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急疏散通道及门口交通安全情况。

2、幼儿园校车的安全情况。

3、文化广场、娱乐场所、宗教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通道等安全隐患情

况。

（七）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有限空间作业、消防安全检查组

组长：姜逢铸（人大主席）

参加单位：经发办、安监所、派出所

检查内容：

1、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经营场所安全情况；

2、企业的特种设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情况；

3、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安全管理人员落实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情

况，以及内部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情况；

4、企业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及演练情况；

5、企业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四、检查时间和检查方式



时间安排：即日起至春节前。由于本次专项行动时间跨度大，共分中秋及国庆双

节期间、2020年元旦节期间、2020年春节期间三个阶段进行。

（一）中秋及国庆双节期间

1、单位自查自纠（即日起至 9 月 8 日）。各村、各部门、各类企业对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自查自纠，做到边自查边整

改，发现隐患要按照“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定责任”落实整改并填写隐患排

查登记表。

2、乡级检查督查（9 月 9 日-9月 20日）。乡七个检查组由分管领导带队对各行

业各领域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

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求其现场整改

到位，并对整改结果进行验收拍照；对于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责令其限期内完成

整改。

3、单位整改落实（9月 21日-9 月 30 日）。各单位、各企业要及时、认真的落

实自查和被查出的各项安全隐患整改工作，整改完成后立即联系检查组对整改结

果进行验收复查，形成“闭环”。

4、全面总结提高（2019年 10月 8 日前）。乡安监所对各单位专项行动情况查

找不足，采取措施，认真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全乡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

（二）2020 年元旦节期间

1、单位自查自纠（2019年 12月 1 日-12月 8 日）。各村、各部门、各类企业对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自查自纠，做到边

自查边整改，发现隐患要按照“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定责任”落实整改并填

写隐患排查登记表。

2、乡级检查督查（12 月 9 日-12月 15 日）。乡七个检查组由分管领导带队对各

行业各领域开展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求其现场整改到位，并对整改结果进行验收拍照；

对于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责令其限期内完成整改。

3、单位整改落实（12月 16 日-12月 22日）。各单位、各企业要及时、认真的

落实自查和被查出的各项安全隐患整改工作，整改完成后立即联系检查组对整改

结果进行验收复查，形成“闭环”。

4、全面总结提高（2019年 12月 31 日前）。乡安监所对各单位专项行动情况查

找不足，采取措施，认真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元旦期间全乡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三）2020 年春节期间



1、单位自查自纠（2020年元月 2 日-元月 7 日）。各村、各部门、各类企业对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自查自纠，做到边

自查边整改，发现隐患要按照“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定责任”落实整改并填

写隐患排查登记表。

2、乡级检查督查（2020年元月 8 日-元月 14日）。乡七个检查组由分管领导带

队对各行业各领域开展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求其现场整改到位，并对整改结果进行验收

拍照；对于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责令其限期内完成整改。

3、单位整改落实（2020年元月 15 日-元月 19日）。各单位、各企业要及时、

认真的落实自查和被查出的各项安全隐患整改工作，整改完成后立即联系检查组

对整改结果进行验收复查，形成“闭环”。

4、全面总结提高（2020年元月 24 日前）。乡安监所对各单位专项行动情况查

找不足，采取措施，认真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确保 2020年春节期间全乡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生产专项

行动。按照“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原则，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自查和检查，

各部门要按照分工细化方案，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属地监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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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强化领导，明确

责任，加强督导，确保专项行动和具体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2、敢于碰硬，务求实效。各村、各检查组要以“严、细、深、实、快”的作风，

以对隐患和问题“零容忍”的态度，深入基层、深入现场，边检查边整改，加强督

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

3、标本兼治，全面推进。各村、乡直各单位要把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与“打非治违”、
与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相结合，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着力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

理体系。要把专项行动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形成规章制度和标

准规范。要通过专项行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追究和事故防范

的长效机制。

4、认真总结，狠抓落实。各村、乡直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本次检查活动。整理查

出的隐患和问题，按照“五落实”的原则，认真填写安全隐患、隐患整改、责任落

实“三清单”。各检查组请于 2019 年 9 月 30日、2019年 12 月 22日及 2020 年元

月 19日三个阶段结束前将本次专项行动“三清单”和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送乡

安监所。



附：1、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

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领导组名单

2、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

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分组表

3、乡直单位、村委会安全生产检查细则

4、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细则

5、安全隐患、隐患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

柏林乡人民政府

2019年 8 月 28 日

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集

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领导组名单

组 长：施申美（党委书记）

梁秀恕（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组长：姜逢铸（人大主席）

王 艳（党委副书记）

汪才俊（党委委员、副乡长）

桂兴胜（副乡长）

王金武（副乡长）

薛维成（组织委员）



程邦平（宣统委员）

成 员：丁 勇（党政与社会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克文（经发办主任）

钱中山（综治办主任）

段敬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 东（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姚明忠（派出所所长）

束克玉（国土所所长）

袁昌明（集镇办主任）

王永青（乡村道路建设办主任）

游 泳（水利站站长）

吴远荣（党政办副主任、民政助理员）

周 云（林业站站长）

杨 志（安监所所长）

周 杰（中心校校长）

黄景胜（供电所所长）

刘自生（卫生院院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乡安监所，杨志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

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分组表

分组 带队领导 参加单位 检查范围 备注

第一

组
汪才俊 集镇办、城管中队

建筑和在建工程、农贸市场、

村镇建设安全等

第二 王 艳 公路管理办、综治办、道路交通、农村用电安全等



组 供电所、派出所

第三

组
薛维成 水利站、国土所

自然灾害、地质灾害及水利安

全等

第四

组
桂兴胜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林

业站
农业、林业、农机安全等

第五

组
王金武

民政办、综治办、卫生

院

敬老院、卫生院（室）、食品、

药品经营安全等

第六

组
程邦平

社会事业服务中心、派

出所、乡中心校

学校、幼儿园、教室、娱乐场

所、图书馆、宗教场所、文化

广场安全等

第七

组
姜逢铸

经发办、安监所、派出

所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特种

设备、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生

产经营消防安全等

乡直单位、村委会安全生产检查细则

序号 检 查 项 目 备 注

1 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成立领导小组。

2
是否明确安全生产具体负责人及专（兼）职安全管理

员。

3 是否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每年不少于 4次）。

4
是否有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队伍及应急救援物

资，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演练。

5
是否开展辖区内或主管行业内安全生产检查（每年不

少于 4次）。

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细则

项目 具 体 检 查 事 项 备注

一、安全生 1、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产责任制落

实、安全投

入情况

车间、班组及每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2、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3、企业如有发包或者出租项目, 应当有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以明确各自安全生产责任；

4、同一作业区域内存在多家企业，如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

的，应当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相关责任；

5、依法设立安全生产专项经费，并保证专款专用；

6、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二、安全教

育培训、安

全生产宣传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安全生产知

识培训；

2、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年度教育培训

计划，定期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

3、对新入岗、调岗、转岗人员和新技术、新设备应用等情况

开展三级(公司、车间、岗位)培训；

4、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5、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五个一”活动； (五个一：开

展一次事故警示教育、组织一次安全宣讲活动、进行一次安

全宣誓活动、开展一次全员排查风险行动、组织一次应急演

练活动。)

6、在公示栏等位置张贴醒目安全标语、安全宣传图片，营造

浓厚安全氛围。

三、安全规

章制度、工

作台账情况

1、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根据企业现有的每个工种，制定具体安全操作规程；

3、 建立健全各种安全生产工作台帐。

四、现场安

全管理、隐

患排查治理

1、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纠，

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整改台账；

2、对排查出的隐患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隐患整改

后组织复查，实行隐患闭环管理；

3、检查用电安全，关注变配电室“五防”(防火、防潮、防雨雪、



防雷击、防小动物进人) ；

4、机械设备必须制订操作规程，并做到“四有四必”( 有轮必

有罩、有轴必有套、有台必有栏、有洞必有盖)；

5、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维护、保养，

并作好建档登记及复审记录；

6、其它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检查的项目内容等。

五、风险辨

识和防控、

应急救援能

力建设

1、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开展演练；

2、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规范管理应急救援物资；

3、结合“六项机制”建设，辨识企业事故风险，落实防控措施；

4、根据事故风险内容和等级，完善安全生产警示标志。

安全隐患、隐患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

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安全隐患描述清

单

隐患整改要求

清单

责任落实清单

责任单位 督办单位

1
2
3
4
5
6
7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舒城县柏林乡“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迎大庆”暨持续深化“1+8+N”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治理专项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