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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工贸行业重点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执法业务培训（昆

明）会议精神，推动工贸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工作扎

实深入开展，结合《河南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豫应急办〔2020〕66 号），现将《河南省工贸行业

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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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贸行业重点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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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

钢铁、粉尘涉爆、铝加工（深井铸造）、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

生产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查整治重大隐患，坚决防范遏

制事故发生，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通过深入开展钢铁、粉尘涉爆、铝加工（深井铸造）、有限

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生产执法，突出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排查生产

经营单位事故风险、隐患，落实整改责任和措施，及时排查和消

除企业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

保我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检查范围

1.有高炉、转炉或电炉等生产设备的钢铁企业；

2.粉尘作业场所 10 人及以上的粉尘涉爆企业；

3.有深井铸造工艺的铝加工企业；

4.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

三、重点内容

（一）企业主体责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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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检查要点 20 项、检查重点事项

8 项（附件 1）。

（二）重点行业领域监督检查项

钢铁 8 项、粉尘涉爆 6 项、铝加工（深井铸造）7 项、有限

空间作业 4 项（附件 2-5）。

四、方法步骤

专项监督检查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同步安排。

（一）自查自改阶段（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各地立即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对整治重点和

相关工作要求进行专题讲解，有关企业立即行动，按照检查内容

对各生产系统、各工艺环节、各工作岗位深入开展彻底的自查工

作，全面摸清风险点和事故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能整

改的要立即整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按照隐患整改“五落实

五到位”的要求，制订整改方案，按时整改到位。企业的自查情

况、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后要在企业内

部公布，并及时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

依据。

（二）监督检查阶段（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分级监管原则，充分应用

应急管理综合监管平台，采取“线上预警+线下靶向执法”模式，

根据实际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对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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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挂牌督办。对行动早、落实快、整改好的

企业，通过减少检查频次等方式予以激励，对逾期未改、应改未

改或整改不彻底的企业，依法实施上限处罚，采取查封、停产、

关闭、曝光、失信惩戒等措施，督促整改、跟踪销号。对重大隐

患整改不力的，要及时向社会通报、警示约谈。

省应急管理厅将抽调专家和有关人员组成抽查暗访组，对各

地和有关企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三）巩固提升(2022 年)

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分析专项监督检查存在的共性问题、

突出问题，深入查找深层次原因，总结经验做法，研究提出进一

步加强改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措施，形成常态化、制度化、规

范化的制度成果，推动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五、工作要求

（一）统筹部署。各地在认真总结近年来钢铁、粉尘涉爆、

铝加工和有限空空作业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工作成

果基础上，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以及辖区内相关企业数量、安

全风险状况等，合理确定年度工作目标，统筹制定切实可行的年

度实施方案，落实责任、细化措施。无钢铁、铝加工和粉尘涉爆

企业的地区，应结合实际，自主部署开展工贸行业其他重点行业

领域执法检查工作，确保执法工作成效。要对相关企业人员、执

法人员和专家进行动员宣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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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法。各地要切实做好相关企业底数和安全风险

状况的摸底排查工作，建立健全企业基础信息台账。按照年度实

施方案，依据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编制相关企业的现场检查方

案，逐项开展执法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制定整改

方案，做到整改责任到位、整改措施落地、整改结果闭环。

（三）总结提升。各地要及时研究、解决出现的突出问题，

盯住企业彻底消除各项隐患，凡有处罚依据的依法实施行政处

罚，同时确保实现执法闭环。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每年 12 月 20 日前将年度工作情况、相关企业执法检查数量、依

据执法检查表查处的违法行为清单、行政处罚情况、违法行为消

除情况等一并提交省应急管理厅。

联 系 人：顾向明

联系电话：0371-65919805

电子邮箱：hnshengjusichu@163.com

附件：1.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检查要点表

2.钢铁企业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3.粉尘涉爆企业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4.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5.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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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检查要点表

序号 主要任务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1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
到一线岗位员工覆盖所有管理和操作
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所有
人员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建立企业内
部安全生产监督考核机制，推动各个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考核标
准和监督考核机制，按照制度规定开展
安全生产责任制监督考核。

1.查阅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覆盖
所有负责人、部门和岗位；是否明确考
核标准和监督考核机制。
2.查阅按照考核标准和监督考核机制，
开展责任制考核的记录。

2

督促指导企业强化落实法定代表人、实
际控制人等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法
定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
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

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责任落实，做到安
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全培
训、应急救援“五到位”。

1.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交流其法定
责任掌握和落实情况。
2.查阅履职佐证资料。

3

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强化内部各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落实一
岗双责制度；督促指导企业安全管理人
员、重点岗位、班组和一线从业人员严
格履行自身安全生产职责，严格遵守岗
位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督促
指导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严格落实以师
带徒制度，确保新招员工安全作业。

各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明确。从业人员熟
知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严格遵守岗位安
全操作规程。
检维修作业制定并安全方案，外委承包
项目签订安全协议，对承包单位统一管
理、定期检查。
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建立并落实以师带
徒制度。

1.重点抽查企业负责人、生产、技术、
设备、安全、财务、人事等部门负责人
及关键岗位人员责任制是否结合企业
实际，是否符合岗位特点、具体明确。
2.询问有关负责人、一线员工掌握岗位
职责、安全操作规程等情况。
3.查阅检维修作业安全方案、外委承包
项目管理、检查等资料。
4.抽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以师带徒制度落
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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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4

督促指导企业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全
力支持安全管理机构工作，并建立相应
的奖惩制度。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配备齐全。

1.查阅企业人员情况登记表，了解掌握
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2.查阅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相关佐证文件资料。
3.查阅安全管理人员专业背景和从业
经历。

5
督促指导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通过自
身培养和市场化机制全部建立安全生
产技术和管理团队。

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建立安全生产技术
和管理团队。

核查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生产技术
和管理团队建设情况。

6

督促企业强化安全投入，保证安全生产
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严格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管理使用制度，坚持内部审计
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确保足额提取、使
用到位，对违规挪作他用，以及由于资
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发生事故等后果依
法依规惩处。

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
理办法》（ 财企〔2012〕16 号)的要求，
规范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查阅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
度和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

7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技术设备设施
改造等支持政策，加大淘汰落后力度，
及时更新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安全生产
工艺和技术装备，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
力。

企业不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淘汰工艺
和设备。

现场抽查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或者行
业标准情况。

8
督促企业加强从业人员劳动保护，配齐
并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符合
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

从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齐全有效。

1.查阅企业安全防护用品登记和发放
记录。
2.询问 1-2名从业人员掌握正确佩戴和
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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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9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
度。依法查处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和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
岗作业等违法行为。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健全，从业人员教育
培训合格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1.查阅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计划和
培训记录（试卷）。
2.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有效性，现场核
查特种作业岗位是否配备符合资质人员。

10

充分利用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政
策，加强企业安全人才培养。督促指导省
属以上重点行业领域企业通过自建或委
托方式建设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实现
重点岗位人员“变招工为招生”。

省属以上重点行业领域企业重点岗位
人员实现“变招工为招生”。

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交流重点岗位
“变招工为招生”实施情况。

11

督促推动各类企业按照《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
和行业专业标准化评定标准的要求，持
续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督促
指导高危行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完成自
评工作。

企业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高危行
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年度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体系自评工作。

查阅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自评报
告。检查是否按规定开展，是否符合企
业实际情况。

12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制度，科学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
法，定期辨识安全风险，并对其进行分
类、梳理、评估，科学确定安全风险类
别和等级，实现“一企一清单”。

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完善，安全
风险类别和等级明确，实现“一企一清
单”。

1.查阅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和
风险分级及管控措施清单。
2.检查主要风险辨识是否遗漏、评估分
级是否合理、管控措施是否到位。

13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制度，
逐一落实企业、车间、班组和岗位的管
控责任。

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制度，企业、车间、
班组和岗位管控责任明确。

现场抽查有关负责人、员工对安全风险
辨识管控掌握和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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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14

督促指导企业针对高危工艺、设备、物品、
场所和岗位等重点环节，高度关注运营状
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风险状况，动态评
估、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确保安全
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内。

动态评估运营状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
风险，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

查阅运营状况和危险源变化前后评估
结果和相应措施。检查是否对改扩建、
新工艺新设备等更新风险管控清单。

15

督促指导企业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分别
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险
告知卡，强化危险源监测和预警，设置明
显警示标志，确保每名员工都能掌握安全
风险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措施。

安全风险公告栏、岗位安全风险告知
卡、安全警示标志齐全有效。

现场抽查 1个车间的安全风险公告栏，
2 个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和 1 个设备设
施的安全警示标志。

16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报
告制度，明确风险管控和报告流程，接
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定期向相关监
管部门报送风险清单。

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制度健全，依法向相
关监管部门报送风险清单。

查阅企业风险清单报告。

17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以风险辨识管
控为基础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符
合企业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完善
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环节的程序、方法
和标准，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
内容和频次，并及时向负有安全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和企业职代会“双报告”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完善，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企
业职代会“双报告”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

1. 查阅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
明确责任、机制、程序、方法、资金等
要求。
2.查阅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是否明
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和频
次。
3.查阅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是否规
范健全，“双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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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任务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18

督促指导企业按照有关行业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加强对重大事故隐患治
理，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
并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

企业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自查
自改到位。

1.是否按照重大隐患判定标准排查治
理重大事故隐患。
2.现场抽查企业重点环节、部位、设备
设施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19

督促指导各地区和各类企业建立完善
隐患排查治理“一张网”信息化管理系
统，做到自查自改自报，实现动态分析、
全过程记录管理和评价。

企业使用隐患排查治理“一张网”信息
化管理系统，实现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
改自报和动态分析、全过程记录管理及
评价。

查阅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一张网”信息
化管理系统运行情况。

20

督促指导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向社会
和全体员工公开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管理
体系、加大安全投入、严格风险管控、强
化隐患治理等情况。

企业公开向社会和全体员工作出承诺。 查阅企业安全生产承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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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钢铁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1

炼钢厂在吊运

铁水、钢水或液

渣时，未使用固

定式龙门钩的

铸造起重机；炼

铁厂铸铁车间

吊运铁水、液渣

起重机不符合

冶金起重机的

相关要求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4

规定：炼钢车间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铸造起

重机，铸造起重机额定能力应符合 GB50439 的规

定。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

6.1.2 规定：炼钢企业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应

使用带有固定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铸造起重机额

定能力应符合 GB50439 的规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2.

吊运铁水、钢水与液渣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重机的

相关要求；炼钢厂在吊运重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

未使用固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

现场抽查：

（1）查看吊运熔融金属

起重机定期检验报告是

否为冶金起重机（炼钢厂

为铸造起重机），是否年

度检验合格；

（2）炼钢厂吊运铁水、

钢水和液渣起重机是否

为固定式龙门钩的铸造

起重机；

（3）炼铁厂铸造车间吊

运铁水、液渣起重机是否

为冶金起重机（额定起重

量≥75t，应为铸造起重

机）。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

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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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2

吊运铁水、钢水

和液渣起重机

龙门钩横梁焊

缝、耳轴销和吊

钩、钢丝绳及其

端头固定零件，

未进行定期检

查，发现问题未

及时整改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3

规定：铁水罐、钢水罐龙门钩的横梁、耳轴销和吊

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应定期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应定期对吊钩本体作超声波探

伤检查。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

4.6 规定：起重机械应按照 GB/T6067.1 和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检测检验。吊

钩、板钩、横梁等吊具部件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离

线探伤检查；吊钩、板钩等出现严重磨损、钩片开

片等情况应进行更换，并对板钩、横梁的轴进行探

伤检查；必要时进行金相检查，防止发生蠕变现象。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2.

吊运铁水、钢水与液渣起重机的龙门钩横梁、耳轴

销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

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

查阅资料：

（1）是否对龙门钩横梁

焊缝、耳轴销进行年度探

伤，是否有探伤报告；

（2）是否有吊钩、板钩、

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

件的日常检查记录。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

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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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3

操作室、会议

室、交接班室、

活动室、休息

室、更衣室等场

所设置在铁水、

钢水和液渣吊

运影响的范围

内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七

条规定：企业的操作室、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

更衣室等场所不得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的影

响范围内。

【标准】《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

（AQ7011-2018）5.7 规定：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

吊运行走区域禁止设置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

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澡堂等人员集聚场所；

危险区域附近的上述建筑物的门、窗应背对吊运区

域。

5.17 规定：熔融金属罐冷热修区不应设在吊运路

线上，应设置通风降温设施，地面应有安全通道。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1.

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铁

水、钢水与液渣吊运影响的范围内。

现场抽查：

（1）操作室、会议室、

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

室、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

所是否设置在高温熔融

金属和熔渣吊运跨地坪

内（横向以靠近吊运侧立

柱边线为界，且区域外的

上述建筑物的门窗应背

对吊运区域）；

（2）冷热修区是否设置

在熔融金属和熔渣吊运

走行区域内（横向边界同

第 1项，纵向与工艺所需

罐体吊运极限边界至少

15m 以上，且应在地面熔

融金属罐吊运一侧，设置

高度不小于 2m，宽度超

出冷热修工作区 1m 以上

实体耐火墙）。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

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

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91 号）第四十六条

规定：企业违反本规定第

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构成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

者限期消除事故隐患；企

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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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4

钢水铸造（连

铸、模铸）流程

未规范设置钢

水罐、溢流槽等

高温熔融金属

紧急排放和应

急储存设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12.3.3

规定：连铸浇注区，应设事故钢水罐、溢流槽、中

间溢流罐、钢水罐漏钢回转溜槽、中间罐漏钢坑及

钢水罐滑板事故关闭系统。应保持以上应急设施干

燥，不得存放其它物品，以保证流通或容量。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

5.9 规定：吊运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的区域应设置

事故罐，事故罐放置应在专用位置或专用支架上，

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4.

金属铸造、连铸、浇铸流程未设置铁水罐、钢水罐、

溢流槽、中间溢流罐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

急储存设施。

1.查阅资料：

钢水铸造（连铸、模铸）

安全设施设计，是否有高

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

应急储存设施内容。

2.现场抽查：

（1）连铸流程是否规范

设置事故钢水罐、漏钢回

转溜槽（含按需设置的中

间溢流罐）、中间罐漏钢

坑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

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且

维护良好；

（2）模铸流程是否规范

设置事故钢水包等应急

储存设施，且维护良好。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

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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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5

氧枪等水冷元

件未配置出水

温度和进出水

流量差检测、报

警装置，未与炉

体倾动、氧气开

闭等联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9.1.4
第 1 款规定：转炉氧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张力
测定、钢绳断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
位停靠点，应与转炉倾动、氧气开闭、冷却水流量
和温度等联锁；当氧气压力小于规定值、冷却水流
量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过规定值、进出水流量
差大于规定值时，氧枪应自动升起，停止吹氧。转
炉氧枪供水，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第 2款规定：转炉副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张力
测定、钢绳断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
位停靠点，应与转炉倾动、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
锁；当冷却水流量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过规定
值、进出水流量差大于规定值时，副枪应自动升起，
停止测量。转炉副枪供水，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
切断阀。
10.1.8 规定：水冷炉壁与炉盖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小车水套、竖井水冷件等，应配置出水温度
与进出水流量差检测、报警装置。出水温度超过规
定值、进出水流量差报警时，应自动断电并升起电
极停止冶炼，操作人员应迅速查明原因，排除故障，
然后恢复供电。
11.1.4 规定：受钢液高温影响的水冷元件，应采
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在断电期间保护设备免遭
损坏；可能因冷却水泄漏酿成爆炸事故的水冷元
件，如 VOD、CAS-OB、IR-UT、RH-KTB 中的水冷氧

现场抽查：

（1）转炉氧枪、副枪各

枪位停靠点是否与转炉

倾动、氧气开闭、冷却水

流量和温度等联锁，转炉

氧枪、副枪，是否设置电

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2）电弧炉水冷炉壁与

炉盖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小车水套、竖井水

冷件等，是否配置出水温

度与进出水流量差检测、

报警装置；报警信号是否

与自动断电和提升电极

设置联锁；

（3）VOD、CAS-OB、IR-UT、

RH-KTB 中的水冷氧枪是

否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

警装置，报警信号是否与

氧枪自动提升和停止供

氧设置联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生产经营

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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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枪，应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发出
后，氧枪应自动提升并停止供氧，停止精炼作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6.
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
检测、报警装置及温度监测，未与炉体倾动、氧气
开闭等联锁。

6

高炉、转炉、钢

水连铸、加热炉

和煤气柜等煤

气区域的有人

值守的主控室、

操作室和人员

休息室等人员

较集中的地方

以及在可能发

生煤气泄漏、聚

集的场所，未设

置固定式一氧

化碳监测报警

装置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
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
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
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
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三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应当
严格执行《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
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设置固定式煤
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
4.10 规定：煤气危险区(如地下室、加压站、热风
炉及各种煤气发生设施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定
期测定，在关键部位应设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作
业环境一氧化碳最高允许浓度为30mg/m3（24ppm）。
8.2.4 规定：站房内应设有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并
把检测信号传送到管理室内。
说明：本条指煤气加压机房、风机房和混合装置区域。
9.2.2.3 规定：活塞上部应备有一氧化碳检测报警
装置及空气呼吸器。

现场抽查：

（1）高炉、转炉、钢水

连铸、加热炉、煤气柜、

加压机、抽风机、混合站

等煤气区域的主控室、操

作室、会议室、休息室等

人员集中的地方是否安

装固定式 CO 检测报警

仪；

（2）易发生煤气泄漏、

聚集的设施部位（高炉风

口及以上平台、转炉炉口

及以上平台、加压站房和

其他煤气设施等区域）是

否安装固定式 CO 检测报

警仪；

（3）固定式 CO 报警仪是

否在有效期内或校准周

期内；

（4）固定式 CO 检测报警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三项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二）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三）未对安全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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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8.
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
未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

仪是否处于正常使用状

态（电源、显示等）。

7

高炉、转炉、加

热炉、煤气柜、

除尘器等设施

的煤气管道未

设置隔断装置

和吹扫设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

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

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

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

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标准】《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

7.5.2规定：……为防止煤气串入蒸汽或氮气管内，

只有在通蒸汽或氮气时，才能把蒸汽或氮气管与煤

气管道连通，停用时应断开或堵盲板。

10.2.1 规定：煤气设施停煤气检修时，应可靠地

切断煤气来源并将内部煤气吹净。长期检修或停用

的煤气设施，应打开上、下人孔、放散管等，保持

设施内部的自然通风。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冶金行业。9.

高炉、转炉、加热炉、煤气柜、除尘器等设施的煤

气管道未设置可靠隔离装置和吹扫设施。

1.查阅资料：

（1）煤气设施检修作业

审批材料；

（2）审批单中的安全措

施，是否涵盖隔断煤气来

源和规范吹扫置换要求。

2.现场抽查：

（1）煤气设施进、出口

处是否规范设置隔断装

置和吹扫设施；

（2）煤气设施停煤气检

修时，是否规范隔断煤

气；

（3）煤气设施吹扫置换

结束后，吹扫介质管道是

否与煤气管道物理断开

或规范堵盲板。

【法律】《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三项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二）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三）未对安全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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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检查方式 处罚依据

8
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设

备、材料和工艺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

的工艺、设备。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四

条规定：企业不得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现有工艺、设备进行更

新或者改造的，不得降低其安全技术性能。

【规范性文件】《关于发布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

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

四〔2017〕142 号）第 1-10 项

1.查阅资料：

设备资料清单和设备检

测检验报告是否存在应

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

设备。

2.现场抽查：

是否存在淘汰落后设备、

材料和工艺。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第六款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六）使用应
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
艺、设备的。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
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
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91 号）第四十六条
规定：企业违反本规定第
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构成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
者限期消除事故隐患；企
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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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1

不同种类的可燃

性粉尘、可燃性

粉尘与可燃气体

等易加剧爆炸危

险的介质共用一

套除尘系统，不

同防火分区的除

尘系统互联互通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

报。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1

规定：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不应合用同一除尘系统。

8.1.2 规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系统不应与带有可

燃气体、高温气体或其他工业气体的风管及设备连通。

8.1.3 规定：应按工艺分片（分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

除尘系统。

8.1.4 规定：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不应连通。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一、

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业领域。2.

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

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1.查阅资料：

除尘系统设计

图纸、改造方案

等。

2.现场检查：

除尘系统是否

存在互联互通。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

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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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2

干式除尘系统未

规范采用泄爆、

隔爆、惰化、抑

爆、抗爆等一种

或多种控爆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

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

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

员签字。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7.1.3

规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应采用泄爆、抑

爆和隔爆、抗爆中的一种或多种控爆方式，但不能单独

采取隔爆。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3.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

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现场检查：

除尘系统采用

的控爆措施是

否规范、有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三）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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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3

除尘系统采用重

力沉降室除尘，

或者采用干式巷

道式构筑物作为

除尘风道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3.2

规定：禁止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8.4.2 规定：禁止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5.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

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2016 年）

的通知》（安监总科技〔2016〕137 号）

现场检查：

（1）收尘部位

是否设置重力

沉降室；

（2）除尘风道

是否为干式巷

道式构筑物。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六）

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

全的工艺、设备的。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

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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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4

铝镁等金属粉尘

除尘系统未采用

负压除尘方式；

其他可燃性粉尘

除尘系统采用正

压吹送粉尘时，

未规范采取火花

探测消除等防范

点燃源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

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

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

员签字。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8.1.7

规定：铝镁等金属粉尘禁止采用正压吹送的除尘系统；

其他可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时，应采取可靠

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4.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

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现场检查：

（1）铝镁等金

属粉尘除尘系

统是否采用负

压除尘方式；

（2）其他粉尘

若采用正压除

尘方式，是否规

范采取火花探

测消除等防范

点燃源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三）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生产

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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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5

粉碎、研磨、造

粒、砂光等易产

生机械火花的工

艺，未规范采取

杂物去除或火花

探测消除等防范

点燃源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

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

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

员签字。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6.4.2

规定：在工艺流程的进料处，应设置能除去混入料中杂

物的磁铁、气动分离器或筛子等防止杂物进入的设备或

设施。

6.4.5 规定：粉尘输送管道中存在火花等点火源时，如

与木质板材加工用砂光机连接的除尘风管、纺织梳棉

（麻）设备除尘风管等，应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

装置。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8.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

的工艺设备前，未按规范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9.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规范设置火

花探测报警装置。

现场检查：

易产生机械火

花的工艺的杂

物去除、火花探

测消除等防范

点燃源措施是

否规范、有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三）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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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6

未按规范制定粉

尘清理制度，作

业现场和相关设

备设施积尘未及

时规范清扫；铝

镁等金属粉尘的

收集、贮存等处

置环节未落实防

水防潮、通风、

氢气监测等必要

的防爆措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安全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

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

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

员签字。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6.1.3

规定：对遇湿自燃的金属粉尘，其收集、堆放与贮存时

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9.1 规定：企业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制定包括清扫范

围、清扫方式、清扫周期等内容的粉尘清理制度。

9.4 规定：所有可能沉积粉尘的区域（包括粉料贮存间）

及设备设施的所有部位应进行及时全面规范清扫。

9.5 规定：应根据粉尘特性采用不产生扬尘的清扫方法，

不应使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宜采用负压吸尘方式清

洁。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规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

业领域。10.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

时规范清理。

1.查阅资料：

（1）粉尘清理

制度是否符合

标准要求和企

业实际；

（2）清扫记录

情况。

2.现场检查：

（1）现场和相

关设备实施内

部粉尘清扫是

否按制度执行

及效果；

（2）湿法除尘

系统内部及水

池淤泥是否及

时清理；

（3）铝镁粉尘

收集、贮存环节

防水防潮、通

风、氢气监测等

措施是否规范、

有效。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三）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

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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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

执法内容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1

固定式熔炼炉铝

水出口未设置机

械锁紧装置；倾动

式熔炼炉控制系

统未与铸造系统

联锁，未实现自动

控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现场检查：

1.固定炉的出铝口是否

有可靠的机械锁紧装

置；

2.倾动炉是否实现自动

控流。

2

固定式熔炼炉高

温铝水出口和流

槽接口位置未配

置液位传感器和

报警装置，液位传

感器未与流槽上

的快速切断阀和

紧急排放阀实现

联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现场检查：

1.高温铝水出口是否设

置了液位传感器；

2.流槽与模盘接口处是

否设置了液位；

3.流槽上是否设置了快

速切断阀；

4.流槽上是否设置了紧

急排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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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执法内容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3

存放铝锭的地面

潮湿，熔炼炉、保

温炉及铸造等作

业场所存在非生

产性积水或存放

易燃易爆物品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

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在进行高温熔融金属冶

炼、保温、运输、吊运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止

泄漏、喷溅、爆炸伤人的安全措施，其影响区

域不得有非生产性积水。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

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二）有色行

业。4.高温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精炼、铸造生

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熔体泄漏、喷溅影响范围

内存在非生产性积水；熔体容易喷溅到的区域，

放置有易燃易爆物品。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四）机械行业。3.

铸造熔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存在

潮湿、积水状况，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标准】《变形铝及铝合金铸锭安全生产规范》

（GB30078-2013）4.1.5 熔炼、铸造设备上方不

应设置存在滴、漏水隐患设施，如通风装置、

天窗、水管等。5.1.1.2 应保持熔炼炉作业现场

地面干燥。5.1.1.3 应确保加入熔炼炉熔体中的

原、辅材料干燥。 5.5.1保温炉（静置炉）应保

持现场地面干燥。

现场检查：

1.原料储存区、熔铸场

所是否防水，是否存在

无关水管；

2.生产现场是否存在非

生产性积水；

3. 作业场所是否存放

易燃易爆物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

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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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执法内容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4

深井铸造结晶器

的冷却水系统未

配置进出水温度、

进水压力、进水流

量监测和报警装

置；监测和报警装

置未与流槽上的

快速切断阀和紧

急排放阀实现联

锁，未与倾动式熔

炼炉控制系统联

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

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

业人员通报。

【规范性文件】《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

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安监总管四〔2017〕

142 号）13.深井浇铸结晶器的循环水系统未设

置应急水源或循环水水泵未设置应急电源。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二）有色行业。6. 高

温工作的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炉窑、铸造机、加

热炉及水冷元件未设置应急冷却水源等冷却应

急处置措施。

现场检查：

1.是否设置了应急水

源，应急水源是否设置

常闭电磁阀和手动阀；

2.冷却水系统是否配置

进出水温度、进水压力、

进水流量监测和报警装

置；

3.监测系统是否与流槽

上的快速切断阀和紧急

排放阀联锁，是否与倾

动炉控制系统联锁。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第六款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六）

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

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第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

限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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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执法内容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5

铝水铸造流程未

规范设置紧急排

放或应急储存设

施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部门规章】《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

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

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企业对电炉、铸造熔炼

炉、保温炉、倾翻炉、铸机、流液槽、熔盐电

解槽等设备，应当设置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储

存的设施，并在设备周围设置拦挡围堰，防止

熔融金属外流。

【规范性文件】《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四〔2017〕

129 号）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二）有色行

业。5.铜水等熔融有色金属铸造、浇铸流程未

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

现场检查：

1.紧急排放槽的位置和

容量是否满足紧急排放

的要求；

2.材质是否符合要求。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生产经营单位拒不

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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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执法内容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6

钢丝卷扬系统引

锭盘托架钢丝绳

未定期检查和更

换，卷扬系统未设

置应急电源；液压

铸造系统未设置

手动泄压系统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1.查阅资料：

钢丝绳更换和点检记

录；

2.现场检查：

（1）钢丝绳是否为钢芯

钢丝绳；

（2）钢丝绳卷筒、夹是

否符合要求；

（3）卷扬系统是否设置

应急电源；

（4）液压铸造系统是否

设置手动泄压系统。

7

铸造车间现场未

严格控制人数，未

控制非生产人员

进入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1.查阅资料：

是否制定控制铸造现场

人数的制度。

2.现场检查：

（1）是否有非生产人员

进入铸造现场；

（2）是否采取有效控制

人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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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表
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1

未按照规定制

定有限空间作

业方案或者方

案未经审批擅

自作业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

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第

五条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应当建

立下列安全生产制度和规程：……

（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

第八条 工贸企业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

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有

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

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1.查阅资料：

企业以往的有限空间作

业审批记录是否载明危

险有害因素分析结果、采

取的通风、防护、隔断和

检测措施；是否明确配备

的照明设施和应急器材；

是否指定现场监护；是否

有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交底确认。

2.现场检查：

随机询问有限空间作业

审批责任人和 1-2 名作

业相关人员，了解他们对

作业方案制定和审批制

度落实情况。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

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

第三十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未按照本规定

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

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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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2

未在有限空间

作业场所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

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

第七条工贸企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

行辨识，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

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

账，并及时更新。

第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

（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

明；

……

1.查阅资料：

企业是否对有限空间进

行辨识并建立管理台帐。

2.现场检查：

抽查企业管理台帐中的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是否

存在应当设置而未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

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

第二十八条 工贸企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一）未在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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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3

未向作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安全帽、

全身式安全带、

三脚架、安全

绳，以及与作业

环境危险有害

因素相适应的

检测报警仪器、

正压式呼吸器

等劳动防护用

品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

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

第十八条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存在

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

防护用品，并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与使

用。

现场检查：

企业是否配备安全帽、全

身式安全带、三脚架、安

全绳，以及与作业环境危

险有害因素相适应的检

测报警仪器、正压式呼吸

器等劳动防护用品，并能

够正常使用。

【法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

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59 号令）

第二十八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二）未按照本

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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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描述 执法依据 方式方法 处罚依据

4

未对承包单位

的有限空间作

业统一协调、管

理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

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

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

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

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查阅资料：

企业是否对承包单位的

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审批。

【法律】《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

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

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

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