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忻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

（安监总政法〔2017〕150 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等

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忻州市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应

急局”）2020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煤矿监管除外）。

一、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1.对列入本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覆盖率达

到 100%。

2.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监管执法行为，避免

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3.推行“互联网+执法”，推广运用国家和我省“互联网

+监管”系统及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统，通过信息化

促进执法规范化。

4.积极发挥市级执法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对县级执法

工作的指导监督。

5.强化执法检查的震慑作用，严格执法措施，对发现的

违法行为查处率达 100%，进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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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故，有效防范较大事故，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

（二）主要任务。

按照职责分工，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依法采取现场处理、行政强制、

行政处罚等措施。

1.依法监督检查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

品和烟花爆竹行业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

2.依法监督检查非煤矿山（含地质勘探、采掘施工）行

业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

3.依法监督检查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商贸等行业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

4.依法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培训、应急救援队伍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编制与修订、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和劳动

防护用品使用等情况。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

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

市应急局机关行政编制 40 人，实际 32 人，设有 17 个

科室，2020 年实际从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9 人（煤矿监管



- 3 -

除外）；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综合行政执法队编制 43 人，

实际 36 人，2020 年实际从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7 人（煤矿

监管除外）；市应急管理信息中心编制 8 人，实际 8 人，2020

年实际从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6 人（煤矿监管除外）。2020

年市应急局实际从事安全监督检查人员 42 人（煤矿监管除

外），共占在册人数的 56%，见附件 1。

（一）总法定工作日的确定

总法定工作日为 10500 个工作日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其他执法工作日为 5426个工作日

（三）非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非执法工作日为 4250个工作日

（四）执法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执法检查工作日为 824个工作日

以上工作日的具体测算情况见《附件 5》。

三、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根据《编制办法》要求，结

合工作职责，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场或者排土场边坡高度

200 米以上的露天矿山，建设在大型工矿生产经营单位、大

型水源地、重要铁路和公路、大型居民区等重要生产生活设

施上游的尾矿库，高压高含硫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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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

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3）烟花爆竹批发单位；

（4）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5）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6）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

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

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名称、行业领域和占比。全

年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37 家，是年度监督检查企业总数

的 39%。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10 家、非煤矿山生

产经营单位 20 家、冶金工贸生产经营单位 7 家。具体区分

如下：

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10 家。根据《山西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驻晋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安全生产分级

属地监管的实施意见》（晋安监发〔2011〕55 号，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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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规定，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局负责对

直接监管的危险化学品领域驻忻中央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

和市属企业的总部（集团公司、总公司）2 家企业进行重点

监督检查。同时，按照《编制办法》规定，从县级部门监管

的生产经营单位中抽查 8 家进行重点检查。以上两项合计 10

家生产经营单位（10 个单位（检查两次）×2）。检查安排见

《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安排表》（附件 2）。

3.非煤矿山生产经营单位 20 家。根据《实施意见》规

定，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局负责监管的非煤矿山生产

企业中抽查 20 家单位进行重点监督检查。（金属非金属矿山

10 家、尾矿库 10 座），折合为 20 个生产经营单位（20 个单

位（检查两次）×2）。检查安排见《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安排

表》（附件 3）。

4.冶金工贸生产经营单位 7 家。根据《实施意见》规定，

结合日常监管实际，市应急局负责对直接监管的冶金工贸行

业驻晋中央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和省属企业的总部（集团

公司、总公司）和从县级部门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中抽查 7

家企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折合为 7 个生产经营单位（7 个

单位（检查两次）×2）。检查安排见《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

排表》（附件 4）。

（三）重点检查频次。根据《编制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确定重点检查频次为至少一次。

四、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根据《编制办法》要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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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职能，一般检查单位范围为：

1.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

营单位；

2.对县级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

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3.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一般检查单位数量、行业领域及占比。按照《编

制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市应急局对 37 家重点监管的生产

经营单位以外的其它生产经营单位和县级监管的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检查。

（三）一般检查频次和时间安排。根据《编制办法》要

求，市应急局 2020 年对一般检查企业随机进行抽查检查一

次。各业务科室要合理确定抽查县（市、区）和抽查时间等，

严密组织实施。

五、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市应急局机关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见《附表 5》）。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10500-5426-4250=824（天）。

六、保障措施

（一）严格计划编制。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安全

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编制办法》和省政府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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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2015〕

88 号）的要求，认真编制监督检查计划，做到“三个必须”：

编制的监督检查计划，必须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必须按规

定报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必须列出重点检查单位名单。

（二）创新检查方式。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

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2019〕

5 号）以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编制办法》等要求，编制

调整“一单两库”（《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和《随机抽查

对象名录库》、《随机抽查行政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运用

“双随机、一公开”操作应用平台，对所有计划检查全面采

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逐步推行“互联网+执法”，

继续实施专家参与监督检查和联合监督检查。市应急局明确

的联合监督检查，由相关业科室牵头实施，其他相关单位派人

参加。

（三）规范执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安全

生产执法程序规定》等，严格现场检查，规范执法文书使用，

严格现场处理措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程序，依法行使自

由裁量权，规范执法活动。所有监督检查必须制定现场检查

方案，填写现场检查记录。

（四）推行“三项制度”。认真落实《山西省行政执法

条例》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行政执法

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个办法

的通知》（晋政办发〔2019〕55 号）等规定，全面推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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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三项制度”，逐步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

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避免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行政复议和

行政应诉。

（五）强化督促落实。计划下发后，市应急局有关科室

和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制定监督检查

具体实施计划，细化检查任务分工；每季度结束后 5 日内，

要将本单位监督检查计划完成情况以及执法检查台账报送

政策法规科；各单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要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7 日内报政策法规科备案。各县级应急

管理部门每年要向本级政府报送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

情况及相关数据。

附件：1.市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配置情况表

2.危化品重点检查安排表

3.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安排表

4.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

5.市应急局机关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6.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台账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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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配置情况

机构名称 在册人数
参加安全生产

执法人数 备 注

局领导 10 8

办公室 3 1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 1 1

应急指挥中心 1 0

政策法规科 2 2

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 2 2

冶金工贸安全监督管理科 1 1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1 1

煤矿安全综合监督管理科 1 0

煤矿地质安全监督管理科 1 0

煤矿通风安全监督管理科 1 0

煤矿机电安全监督管理科 1 0

人事和教育训练科 1 1

地震地质风险减灾科 1 0

火灾防治管理科 2 0

防汛抗旱科 1 0

新闻宣传和事故调查科 1 1

救援预案和救灾保障科 1 1

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综合行
政执法队 36 17

应急管理信息中心 8 6

合计 7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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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营单位 10 家）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检查时间 备 注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忻州销售分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

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忻府区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驻忻央企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和重大危险

源，有油库 1座，加油站 46 座。

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忻州石油分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科

忻府区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驻晋央企

涉及重点监管危化品和重大危险

源，有油库 1座，加油站 127 座。

3 山西禹王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

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忻府区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重大危险源

4 忻州市鑫宇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科
岢岚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重大危险源

5 山西道生鑫宇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科
岢岚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重大危险源

6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平

液化厂

危化品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原平市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重大危险源

7 山西省物资储备局一五二处
危化品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原平市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重大危险源

8 五寨县昌茂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五寨县应急管

理局
第四季度 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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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繁峙县土产日杂总公司陶瓷公司 危化品安全监管科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四季度

10
繁峙县憨山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乙

炔分厂

危化品安全监管

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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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煤矿山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营单位 20 家）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检查时间 备 注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1 代县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二季度

2 代县泰丰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二季度

3
陕西少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驻代县大线才

矿业三采区项目部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二季度

4 山西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5 五寨县晋安石料厂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五寨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6 国电投山西铝业宁武县宽草坪铝土矿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宁武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7 代县八塔三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采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三季度

8 代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采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四季度

9 淅江华越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山西紫金项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繁峙县应急管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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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部 理局

10 代县明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四采区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四季度

11 繁峙县富繁铁选有限公司茨老沟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12 繁峙县郎庄磁选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13 繁峙县晋财磁选厂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14 繁峙县义联金矿有限公司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15 代县双立选厂黑石沟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二季度

16
代县阳鑫矿业顺峰有限公司北土同沟尾矿

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人事和教育训练

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三季度

17 代县聚鑫选厂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三季度

18 代县吉兴球团厂西沟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三季度

19
五台县鑫大鑫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北滴水沟

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五台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20 原平市隆盛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原平市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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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冶金工贸重点检查安排表（生产经营单位 7家）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检查时间 备 注
牵头科室 参加科室

1 五台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

管科
办公室

五台县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2 忻州市俊燕冶金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

管科

救援协调和预案

管理科

忻府区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3 山西中盈万维铸造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原平市应急管

理局
第二季度

4 山西立昌昊坤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定襄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5 山西天宝集团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定襄县应急管

理局
第三季度

6 :繁峙县金都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繁峙县应急管

理局
第四季度

7 代县盈利优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代县应急管理

局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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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市应急局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数量

忻州市应急管理局在册人员 76人，从事安全生产执法人员 42人，是机关执法岗位在册人数的 56%。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 10500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总数=250 天×42 人=10500 个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

日=全年天数-双休日-国家法定假日=365 天-104 天-11 天=250 天）。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 824 天。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0500-5426-4250=824（天）。

（1）危化品安全监管科 240 天。

重点检查企业 10家，每次参加人员 3人、4天（含复查），检查工作日为：10×3×4=120（天）。

一般检查企业 20家，每次参加人员 3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20×3×2=120（天）。

（2）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科 360 天。

重点检查企业 20家，每次参加人员 3人、4 天（含复查），检查工作日为：20×3×4=240（天）。

一般检查企业 20家，每次参加人员 3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20×3×2=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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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冶金工贸安全监管科 136 天。

重点检查企业 7 家，每次参加人员 2 人、4 天（含复查），检查工作日为：7×2×4=56（天）。

一般检查企业 20家，每次参加人员 2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20×2×2=80（天）。

（4）人事和教育训练科 32天。

重点检查企业 8 家，每次参加人员 2 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8×2×2=32（天）。

（5）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 28天。

重点检查企业 7 家，每次参加人员 2 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7×2×2=28（天）。

（6）办公室（规划财务）28天。

重点检查企业 7 家，每次参加人员 2 人、2 天，检查工作日为：7×2×4=28（天）。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5426 天 。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200 天。

对 14 个县（市、区）2 个管委会、23个市直部门进行考核、督导，按照每年 1次测算，每次分 2个组，

每组 5 人，每次 20天，考核工作日为：1×2×5×20 =200（天）。

2.实施行政许可等 802 天。

（1）危化品安全监管 322 天。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全年拟办 130 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1 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 130

×2×1=2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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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全年拟办 5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

5×2×2=20（天）。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全年拟办 5 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2 个工作日，所需工

作日= 5×2×2=20（天）。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现场核查，全年拟办 5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2个工作日，

所需工作日=5×2×2=20（天）。

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全年拟办 1 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1 个工作日，所需工作

日= 1×2×1=2（天）。

（2）非煤矿山安全监管 480 天。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全年拟办 30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2 个工作日， 所需工

作日＝30×2×2=120（天）。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全年拟办 60件，2 人承办，每件办理需要 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60

×2×2=240（天）。

组织对建设项目设施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全年预计对 20个非煤矿山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情况进行

监督核查，每次 2人参加，每次核查需要 3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20×2×3=120 个工作日

3.参与事故调查 320 天。

4.核实投诉举报 300 天。全年预计受理 50 件（人、次），2 人承办，每件（人、次）受理、批转、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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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查处理约需 3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50×2×3=300（天）。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留 300 天。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170 天。

7.开展对中介机构检查 10天。

8.开展宣传教育培训 1384 天。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20天。

10. 组织安全生产突查和暗查暗访 600 天。

11. 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1320 天。

（四）非执法工作日 4250 天。

1.机关值班 1095 天。

2.参加学习考核培训会议 1863 天。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 288 天。

4.参加党群活动 537 天。

5.年休假、病假、事假 46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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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检查台账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监督检查对象简要情况
行业领域 采取相关执法措施情况

执法人员信息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姓 名 执法证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