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体要求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市场监管理念和方

式的重大创新，是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

各行政执法人员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统筹协调，严

格执行抽查事项清单，稳步有序推进本地区、本部门的“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将部门联合抽查成为各地部门间

协同监管的主要方式，实现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全覆盖、常态化。

二、具体检查方案

（一）检查内容：

1、市应急管理局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内容：

（1）是否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是否履行“三同时”手续。

（3）企业应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责

任人员。

（4）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分

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当有 3 年以上化工企业相

关岗位工作经历，或者具有化工、安全及其他相关专业大专

及以上学历。



（5）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及其他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是否按照规定经过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6）企业未对从业人员是否进了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有无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

（7）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8）企业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单位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导则》的要求制定制度并开展自查自改。

（9）企业是否按规定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10）企业生产、储存装置及设施是否存在超温、超压、

超液位运行。

（11）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

是否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或者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

工装置是否设置紧急停车系统的。

（12）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是否按照

标准设置、使用或定期检测校验；以及报警信号是否发送至

有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现场操作室进行报警的。

（13）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 罐区、 仓库等设施与周

边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14）生产、 经营、 储存、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

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与员工宿舍的距离是否

符合安全要求。



（15）危险化学品是否按照标准分区、 分类、 分库存

放， 是否存在超量、 超品种以及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

（16）特殊作业票证内容设置、票证审批、填写是否规

范，动火作业是否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分析；受限空间作业

是否按规定进行可燃气体、氧含量和有毒气体分析；以及作

业过程有无人员监护

（17）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

备上是否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18）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是否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并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 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

全标签。

（19）对重大危险源是否登记建档，或者进行评估、有

效监控。

（20）存在有毒气体的区域是否配备便携式检测仪、空

气呼吸器等器材和设备。从业人员能否正确佩戴、使用个体

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2、市应急管理局检查冶金工贸企业内容：

（1）检查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查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文件等。

（2）检查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情况：查资料，查特种作

业人员管理台账、资质证书；查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资格证等。



（3）检查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查责任制、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及执行记录等。

（4）检查危险作业管理情况：抽查动火、有限空间作

业、高空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等危险作业票，包括作业证的

时限、动火分析、作业风险分析、安全措施、各级审批、验

收签字。

（5）检查设备设施及生产现场管理情况。

3、市监管局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检查内容：

（1）主要原材料采购的控制、主要生产和检验设备的

性能；

（2）检查关键工序的管控和原材料出厂检验、型式检

验的规定及实施；

（3）检查原始记录情况，检验人员的作业程序；

（4）检查管理、生产、检验人员的资质和培训情况。

4、市监管局检查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内容：

（一）登记事项检查事项：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

（3）经营（驻在）期限；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

目；

（5）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



（6）注册资本实缴情况；

（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

（8）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

(二)公示信息检查事项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事项：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子邮箱等信息;

（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

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

信息;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

等信息；

（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

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事项：

（1)确认企业是否将下列信息在信息形成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准确向社会公示。

（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

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行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三、检查时间：

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检查时间：2020 年 8 月。

2、冶金工贸企业检查时间：2020 年 8 月-2020 年 10 月

四、检查方式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市应急管理局、市

监管局联合抽查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抽查频次不低于

30%，抽查 1 次；冶金工贸企业抽查频次不低于 10%，抽查 1

次；检查对象为系统随机抽取、执法人员为系统随机匹配，

采取合理的方式实施抽查检查。

五、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一）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检查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条

（2）《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

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3）《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7〕29 号）第三条、

《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

（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5）《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令第 3 号 2015 年修正） 第九条

（6）《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4

号） 第八条、第十条

（7）《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

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特

种作业目录》

（8）《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AQ3013-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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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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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的通知》（安监总管

三〔2013〕76 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 号）第九条 、《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40 号）第十三条

(11)《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 50493-2009）第 3.0.4 条、《关于加强化工企业泄漏

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4 94 号）、《可燃气体

检测报警器》（JJG 693-2011、《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2019）

(12)《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

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安监总局公告 2014 年 第

13 号）、《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

36894-2018）、《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

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201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0 号，2015 年修正）、《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 6-2014）

(13)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版）》（GB

50160-200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

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年版）》（GB

50016-2014）

(14)《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15) 《 化 学 品 生 产 单 位 特 殊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GB30871-201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1〕93 号）

(16)GB289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7231《工业

管道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Z158《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指南》

(1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第十五条

(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AQ3035）、《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AQ3036）、《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30077）《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36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

(19)《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AQ 3013－

2008)、《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标准》（GB

30077-2013）

（二）应急管理局对冶金工贸企业检查依据：



（1）《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

（2）山西省安全生条例》第十三条

（3）《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有限空间

作业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4）《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炼钢安

全规程》（AQ2001-2018）、《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

（AQ701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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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6222-2005）、《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2017 版）》

（三）市市场监管局依据：

登记事项类检查依据为以下：

1、《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 29、26、27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63、65、66、68、71、72、

3、《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 39、40、43、44

4、《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第 38、53、54、

57、58

5、《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35、33、34、37

6、《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 38、40、41、42、

43

7、《个体工商户条例》第 22、23



8、《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 27、28

9、《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 16、18、

19、35、36、37、38

10、《电子商务法》第 15、

11、《合伙企业法》第 93、94、95

12、《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 39、40、

13、《公司法》第 198、200、211、

公示信息类检查依据为以下：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 3、8、9、10、11、12、

15、17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 10、12

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 4、6、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