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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县（市、区）安全生产“大体检”企业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所属

行业
企业名称 地址

分级

监管

分类

情况

监管责任 主要负责人情况

备

注责任

领导

责任

科室
科长

具体

责任

人

姓名 电话

填表说明：1.所属行业：填写煤矿、非煤等。冶金工贸企业填写冶金工贸（XX行业）；2.分级监管：市

级监管、县级监管；3.分类情况：ABCD 四类。4.备注：自行停产或长期停产（停建）的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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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煤矿安全“大体检”检查表
煤矿名称

主体名称

详细地址

采矿许可证 证 号: 有效期：

安许证

许可证

编 号： 有效期：

煤矿现状 开采方式

安全检查主要内容

1.安全现状方面。生产煤矿证照是否齐全有效，建设煤矿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按设

计进行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健全、是否落实，安全生产

费用是否按规定进行足额提取和使用。矿级领导干部带班下井和煤安全监察专员制度及

作业规程、操作规程等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得到有效落实。

2.安全培训方面。“五职”矿长、专业技术人员等安全管理人员是否配备齐全，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限内考核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

岗，一般从业人员是否先培训合格后上岗。

3.生产建设方面。是否存在超层越界违法开采行为，是否开采保安煤柱和危及相邻

矿井安全施工的行为；是否存在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违规承包分包的

情况；是否采用以掘代采等国家命令禁止使用的采煤方法、工艺和装备，是否存在图纸

造假、图实不符和假密闭等违法生产行为；是否存在“抽、掘、采”失衡和接续紧张，

是否存在“剃头下山”开采，是否存在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上级

部门、企业是否向煤矿下达超能力生产计划或指标。

4.安全保障方面。“六大系统”特别是安全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是否存在执行井下劳动定员制度不到位、超人数入井行为；矿井通风系统是否完善、可

靠，用风地点风量是否满足要求;是否严格落实顶板管理和地测防水的相关规定；正常

生产的采掘工作面瓦斯抽采是否达标。出现瓦斯、水、火、顶板等灾害预兆时是否按规

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是否按要求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按规定进行演练；是否按《煤

矿安全规程》要求建立救护队，不具备设立独立矿山救护队条件的是否设立兼职救护队，

并与就近的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井下所有工作地点是否设置灾害事故避灾路线标识；

是否赋予生产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和调度人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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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直接决策权和指挥权。

5.隐患排查方面。是否存在《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 4号令)所

列的十八条重大事故隐患情形。是否存在《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特别规定》

所列的十八条情形。

6.汛期防范方面。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的紧急通知》(煤安监明电〔2020〕1 号)要求；是否建立暴雨洪水引发淹井等事

故紧急情况下及时撤人的制度。露天煤矿重点检查内、外排土场和采场边坡的稳定性情

况，防范边坡滑坡、坍塌对安全生产造成影响，全覆盖排查采剥场、排土场的排水系统

情况，井工煤矿井田重点检查工业广场、高陡边坡(护坡)的安全可靠性情况，以及灾害

天气停产撤人制度落实情况。

发现主要

问题

采取的处

理措施

检查人员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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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大体检”表

企业
名称 所在地

企业

性质

生产

建设

情况

主要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生产

规模

开拓

方式

采矿许

可证有

效期止

安全
生产

许可
证有
效期

止
安全
体检
时间

2021 年 月 日

安全

体检

主要

内容

存在问题及隐患 整改意见和建议

地下矿山是否按要求配备“五大员”，是否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配齐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各类图纸是否真实、齐全，是否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

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出口并保持畅通，人行通风天井安全标

识、照明等是否齐全完好

是否实现机械通风并保持正常运转，局部通风管理是否安全可

靠、设置合理，废弃井巷及采空区巷道密闭是否符合要求；防

排水系统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采空区是否得到有效治理并验收合格，采空区和现采区位置关

系是否清楚，是否存在上一中段采空区没有彻底治理转入下一

中段生产的现象

提升运输系统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竖井提升系统及钢丝

绳是否按规定时限检测检验、是否按规定时间做防坠罐试验，

井下运输车辆是否按规定使用具有矿用安全标志的车辆，井下

运送 5 人以上（含 5 人）的无轨胶轮车是否采用湿式制动

供电系统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井下一级负荷是否实现双

回路供电或配备备用电源

对矿井采空区、塌陷区、积水区的巡检、排查情况及采空区、

地表塌陷区域周边构筑防排洪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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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及周边地区的山洪汇集的排查情况及是否存在淹井危险

汛期应急保障物资储备情况及领导 24 小时带班值班情况，遇

强降雨期间地下矿山停产撤人措施落实情况

排土场截洪沟排查的情况及防滑坡、防垮塌和防泥石流的措施

落实情况

井下动火作业审批制度及安全措施制定落实情况、并是否经矿

长签字批准；相邻矿山的井巷是否存在相互贯通情况；井下探

放水制度落实情况

井下作业的每个班组是否配备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是否为

每名入井人员配备自救器并确保随身携带；应急预案编制及备

案情况、是否定期进行演练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承包单位取得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

应等级的施工资质情况、是否存在在资质等级范围外承揽工程

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签订《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情况、是否存在转嫁安全生产责任等行为的；金属非金属地下

矿山承包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与项

目部上级法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露天矿山作业面浮石、伞檐清理的情况，对位于不稳定山体、

危崖威胁区域内的工业、办公和生活场所搬迁、隔离警戒等安

全措施的情况

安全

体检

发现

的问

题及

整改

意见

建议

应急
部门
安全
体检
人员

专家

企业
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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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尾矿库企业安全“大体检”表

企业名称： 运行□ 基建□ 停建□ 停运□

体检专家： 2021 年 月 日

序号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是否完成排洪构筑物质量检测（包括检测机构

资质、影像资料、检测报告等）

2 尾矿库防排洪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3

坝体的稳定性和干滩长度、调洪库容、安全超

高、外坡比、排渗设施、浸润线埋深是否符合

设计和安全要求

4
排洪构筑物断面尺寸、入水口高程等是否符合

设计和安全要求

5

排（泄）洪设施是否畅通完好；库内是否设置

清晰醒目的水位观测标尺，标明正常运行水位

和警戒水位

6 是否充足配备应急抢险救援物资

7 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8
是否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巡

查和强降雨期间停止放矿作业制度

存在

问题

及

检查

意见

检查人员： 企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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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大体检”表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企业主要负责人 联系方式：

危化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

证 号: 有效期：

标准化等级 有效期：

生产（经营）现状 企业类别

主要内容

1、安全基础管理方面。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照是否齐全有效；企业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证；企业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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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全教育和岗位培训方面。是否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新从业人员是否经过三级安全培训教育，考核合格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通过培训应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上岗。

3、安全风险管理方面。是否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明确安全风险等级及技术、

组织、制度、应急等方面的管控措施；是否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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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作业安全管理方面。是否制定危险作业许可制度；动火、进入受限空间、动土、

临时用电、高处作业、断路、吊装、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的安全条件和审批程序是否规

范；特殊作业票证内容设置是否符合 GB30871-2014 要求；作业票证审批、填写是否规

范。

5、装置运行安全风险方面。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是否装设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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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紧急停车系统，并正常投入使用；是否建立岗位操作记录；对运行工况定时进行

监测、检查，并及时处置工艺报警并记录、生产过程中是否出现超温、超压、超液位运

行情况；对异常工况处置是否符合操作规程要求；易燃、可燃液体及可燃气体罐区是否

符合 GB50183、GB50160 及 GB50074 等相关规范要求；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

险化学品罐区是否实现紧急切断功能，并处于投用状态；企业是否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

储存危险化学品，不得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不得混放混存；可

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设置是否规范。

6、设备安全风险方面。是否建立健全设备设施管理制度；是否对安全附件定期检

查或检测，填写检查维护记录。

7、仪表安全风险方面。是否建立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安全管理、日常维护保养等

制度；爆炸危险场所的仪表、仪表线路的防爆等级是否满足区域的防爆要求；可燃气体

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的设置与报警值的设置是否满足 GB/T50493-2019 要求。

8、电气安全风险方面。是否编制电气设备设施操作、维护、检修等管理制度并实

施；防雷、防静电设施是否经过检测；设备的金属外壳是否采取防漏电保护接地。

9、应急管理和消防管理方面。是否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否进行应急演

练、应急物资的配备情况是否完好；企业是否建立应急器材台账；是否按照制度要求定

期维护检查应急器材。

10、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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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主要
问题及隐
患描述

采取的处
理措施

整改要求

专家组签
字

检查人员
签字



- 10 -

附件 6：

忻州市冶金工贸企业安全“大体检”表
企业名称： “体检”时间： “体检”人员：

安全“体检”重点内容 安全“体检”发现的问题 整改意见 整改结果 备 注

1、使用煤气（天然气）场所：煤气（天
然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是否设置
可靠的切断装置，车间内各类燃气管线
在车间入口是否设置总管切断阀；煤气
（天然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气体
泄漏报警、自动切断联锁装置是否有效
运行；燃烧系统是否设置防突然熄火或
点火失败的安全装置；煤气（天然气）
管道是否严重锈蚀，阀门是否安全可
靠；煤气（天然气）附属设备是否按防
火防爆要求配置防爆型设备；使用煤气
企业是否设立并配备煤气防护站，并配
足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检测检
验设备和防护用品；各类带煤气作业
处、可能泄漏煤气处是否设立了明显警
示标志；是否对煤气危险区域（如地下
室、加压站、地沟、热风炉及各种煤气
发生设施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进行定
期测定，是否在煤气危险区域安装固定
式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是否为在煤
气区域工作的作业人员配备一氧化碳
检测报警仪；是否建立煤气（天然气）
设备设施巡检巡修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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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高温金属熔融、浇铸、吊

运工艺：熔炼炉冷却水系统是否配置温

度、压力、进出水流量检测报警装置，

是否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的安全

设施；熔融金属铸造、浇铸流程是否设

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烤包设备

设施及工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吊运浇

铸包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等零

件是否定期进行探伤检查、检测；熔炼

炉炉底、炉坑、浇铸坑等作业坑是否存

在潮湿、积水状况或存放易燃易爆物

品。

3、有限空间：有限空间场所是否

规范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部分

有限空间如涂装调漆间、喷漆室等是否

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和防爆电气设

备；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是否履行

作业审批手续，是否落实现场安全管理

人员监督制度，是否经过通风与检测后

才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是否建立有限空

间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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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粉尘涉爆场所：粉尘涉爆危险

场所与居民区、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

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是否达到要求；粉

尘涉爆危险场所 20 区（即正常运行时

爆炸性粉尘环境长期存在、连续出现或

短时、频繁出现的区域）是否使用防爆

电气设备设施；粉尘清扫制度是否落实

到位。

5、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场所：

储罐、管道是否锈蚀；阀门及自动切断

装置是否安全可靠；压力表、温度表是

否定期检验；报警装置及其它相关设备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企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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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安全生产“大体检”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企业（单位） 名

称
存在的问题 整改措施

企业

整改

责任人

部门整改

责任人

检查

时间

整改

时限

整改

进展

情况

执法情况

注：1.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分项、分条填写。2.整改责任人要明确到责任领导和具体的责任人。3.整改进展情况：已整改的，填写“经

×单位×年×月×日验收已整改”；未全部整改的，填写“第 X条已整改，其余正在整改”；未整改的，填写“正在整改”。4.执法

情况包括：下达执法文书、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暂扣证照、关闭取缔以及移送其他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