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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技术服务机构从业告知书

（参考式样）

应急管理局：

我单位承接了 技术服务项目，拟于近期开展技术服

务活动，现按照规定将有关信息告知如下。

注：提前 7个工作日告知市应急管理局。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本机构名称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网址

办公地址 1 邮编

办公地址 2 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所属行业

项目负责人 电话

技术服务期限

计划现场勘查时间

项目组成员及主要专业

姓 名 专 业 姓 名 专 业

现场勘查人员

姓 名 专 业 姓 名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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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贸行业（含配套危化装置）安全条件
审查及安全设施现场核查方案

企业

名称

所属

行业

产品及生产

规模(年）

经济

类型

注册

地址

立项文

件编号

主要

负责人

也可填写建设
项目单位项目
负责人及联系

方式

报告编

制单位
资质证
书编号

项目

负责人

填写报告编制

单位的项目负
责人

报告编制人
报告编制人的姓
名及联系方式

从业资格
证书编号

报告编制人资格
证书编号

审查内容 安全预评价  安全设施设计  计划审查时间

现场核查 竣工验收  安全条件评价  计划核查时间

主要生产
工艺

根据企业实际填写

邀请的专
家、专业及

技术职称

需详细描述每一名专家的姓名、单位、专业及技术职称

审查（现场
核查）部门

需详细描述参与审查（现场核查）监管部门

参加验收
单位

此栏仅在竣工验收时填写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

审查（现场

核查）的重

点内容

需根据企业类型、生产工艺、存在的主要风险等逐项详细描述

备注

注：金属冶炼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及配套危化装置安全评价现场核查应提前 15 个工作

日，其它项目安全条件评价、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现场核查应提前 10
个工作日告知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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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计划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的规上企业名单（共 95 家）

忻府区 11 家

1) 山西中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山西俊燕冶金有限公司

3) 山西特瑞环保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 忻州丰泽混凝土有限公司

5) 山西宏厚建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 忻州市佳拓混凝土有限公司

7) 忻州市宇宸混凝土搅拌站

8) 忻州市国旺混凝土搅拌站

9) 忻州市永鼎建材有限公司

10) 忻府区中泛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11) 忻州坛坛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定襄县 41 家

1) 定襄联益铸造有限公司

2) 山西瑞德锻造有限公司

3) 定襄县元伟锻造有限公司

4) 山西太仕柯锻造有限公司

5) 山西宝龙达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6) 定襄县德劲锻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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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定襄县金石锻造有限公司

8) 山西众立法兰有限公司

9) 定襄县同创锻造有限公司

10) 山西冠信锻造有限公司

11) 山西利国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12) 山西成业法兰有限公司

13) 定襄县昊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4) 山西钠妙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5) 定襄县晋轩美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16) 山西泽亨重工有限公司

17) 山西立昌昊坤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8) 山西成宇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19) 山西鑫恒旺鼎盛法兰有限公司

20) 山西众联科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1) 山西昊坤法兰集团有限公司

22) 山西昊坤环锻有限公司

23) 定襄县实达锻造有限公司

24) 定襄县振兴锻造有限公司

25) 山西金鼎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6) 定襄县昕坤法兰锻造有限公司

27) 定襄县龙门锻压有限公司

28) 定襄县博浩管件有限公司

29) 山西正浩有限公司

30) 定襄县同立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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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西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2) 山西蓝天盾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33) 山西诚达特种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34) 定襄鑫盛锻压有限公司

35) 山西铁龙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36) 定襄县华伟物资锻压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37) 定襄县富鑫磊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38) 山西成业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39) 山西金正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40) 山西冠力法兰股份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4）

41) 太钢复合材料厂（二级延期时间 2023.12）

定襄县开发区 3 家

1) 定襄县北方锻压有限公司

2) 山西宝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 定襄清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原平市 2 家

1)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

2) 原平市盛大实业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11）

原平开发区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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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新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原平市巨恒管道有限公司

3) 山西金顺达包装有限公司

五台县 4 家

1) 五台县豆村宏瑞球团厂

2) 五台县五台山酿酒厂

3) 山西森雅轩古典家俱有限公司

4) 山西德奥电梯厂

繁峙 16 家

1) 山西华骏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2) 繁峙县憨山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 山西旭泰北方酿酒有限公司

4) 繁峙县鑫富茂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 繁峙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 山西荣安智能体育制造有限公司

7) 山西汉诺威精机制造有限公司

8) 繁峙县神邦恒盛矿业有限公司

9) 山西冀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 山西嘉铂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 繁峙县北岳球团厂

12) 繁峙县繁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3) 繁峙县镕泽矿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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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西中兴铸业集团有限公司（二级延期时间 2023.1）

15) 山西中兴大智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级延期时间

2023.1）

16) 繁峙县金程矿业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 2023.4）

代县 7 家

1) 代县久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机械分厂

2) 代县杨长胜铸造厂

3) 山西博元微晶有限公司

4) 山西鸿耀玻璃有限公司

5) 代县乾福矿业有限公司

6) 代县久力新型球团厂（普通合伙）（二级延期时间 2023.1）

7) 代县盈利优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三级延期时间2023.11）

五寨县 2 家

1) 宝石花石材有限公司

2) 五寨县武洲石材有限公司

宁武县 3 家

1) 山西宁武大运华盛能源集团益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 山西忻州奇石水泥厂

3) 宁武象丰饲料有限公司

岢岚县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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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晋兴奥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二级延期时间 2023）

河曲县 1 家

1）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河曲分公司

忻州开发区 1 家

1) 山西省烟草公司忻州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