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保存

江西应急管理简报
第 114 期（总第 166 期）
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专刊（64）

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凝心聚力强担当 砥砺奋进促实效
——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各专题专项
顺利完成前两阶段工作任务
今年 4 月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统一部署开展以
来，我省三年行动各牵头单位结合前两年十大专项整治及安全生
产工作实际，紧盯“切实减少一般事故，有效控制较大事故，坚
决根绝重特大事故”目标，精心组织、科学部署，强化领导、建
立机制，突出重点、精准施策，推动三年行动取得了较好成效，
顺利完成动员部署、排查整治阶段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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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省
安委办组织宣讲组赴 11 个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开展宣讲会，省安委
办主要负责同志赴省委党校宣讲，全省共开展宣贯活动 1100 余
场；全省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6329 次、参与人次 21.9
万，网络课堂培训 14.5 万场、参与人次 67.2 万；开展了 2 次三
年行动在线访谈，在报刊、广播、网络等平台开设专栏专题 1008
个，刊发新闻稿件 5.8 万余条，有力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及安全
发展理念。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开展重点企业负责人安全
生产集中研讨活动 280 余场；危化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煤矿和
非煤矿山企业全部完成标准化达标创建；推进 70%以上企业开展
“五个一”
“十个一次”活动，出台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市场化的若
干措施规范安全生产中介服务行为，建立全省重点和一般企业名
录库，开展分类分级和信用联合惩戒监管执法，有效督促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
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强化危化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负
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网络教育平台培训以及监管干部业务培训，
开展安全风险评估许可“回头看”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足和特定
危险区域特定场所整治，以及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小
化工”
、精细化工、重大危险源等专项整治和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
推动 169 家三、四级重大危险源企业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并上线运
行。
煤矿安全整治。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技术管理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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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加快排查整治，
“一优三减”积极推进；关闭煤矿 43 处、
退出产能 308 万吨/年，全省煤矿数量减至 39 处、产能降至 526
万吨/年。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2020 年全省煤矿共发生
事故 5 起、死亡 5 人，事故起数同比持平，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4
人；连续 14 个月没有发生较大事故，连续 62 个月杜绝重大以上
事故。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完成 35 座重点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和尾矿库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接入工作；省安委会印发了
《江西省尾矿库销号管理办法》
，会同省直 8 部门印发了《江西省
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实施方案》；全省尾矿库数量销号
32 座，关闭非煤矿山 107 座。事故稳定下降，2020 年共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 15 起、死亡 17 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21%、
19%；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
消防安全整治。开展冬春火灾防控、物流园区和物流仓储企
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消防车通道、高层建筑、地下空间、
大型商业综合体、石油化工企业、老旧小区和“九小场所”
、新材
料新业态等七个方面重点整治，分类制定风险隐患和整改责任“两
个清单”。全省共检查社会单位 4.9 万家，督改隐患 4.2 万处，临
时查封单位 597 家，罚款 1315.2 万元。1-11 月，全省共发生火
灾 7558 起、死亡 19 人，同比分别下降 10.6%、38.7%。
道路运输安全整治。深入开展生命防护工程，10 处省级督办
危险路段得到治理；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 802 家道路运输
企业进行挂牌督办，整改 1192 处安全隐患；紧抓住路面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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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部署 13 个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52 次集中统一行动，查处交
通违法 3219 万起，曝光重点违法车辆 22100 辆、终生禁驾人员
170 人次、高风险运输企业 153 家、典型案例 1377 万余起。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共发生较大事故 18 起，死亡 65 人，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43.75%、下降 38.68%。
交通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整治。完成普通国省道公路安防工
程 6624 公里、农村公路县乡道安防工程 2.79 万公里，农村公路
危桥改造 4830 座，整治普速铁路沿线安全隐患 4337 个；全省摸
排出“僵尸船”610 艘，拆解船舶 475 艘，明确停靠点 46 个，集
中停靠 132 艘；推进全省 16 家水路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建立视频
监控系统平台；开展危险货物港口经营资质年度核查和危险货物
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形势平稳，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 31 起，同比下降 18%，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城市建设安全整治。强化城市内涝、道路桥梁等问题治理，
加强供水、燃气等市政设施安全监管，开展建筑垃圾消纳场常态
化管理，完善城市公共区域卫生管理体系和城市公共区域卫生管
理体系，推进城市危房隐患排查治理。全省共检查企业（项目）
3931 家、整治隐患 1.1 万条（重大隐患 30 条）
，关闭取缔 12 家、
处罚 207.71 万元，顺利完成 2020 年度整治任务。
开发区等功能区安全整治。
全省 103 个园区已有 54 个园区
（含
高新区、开发区、工业园）完成整体安全风险评估，1.4 万家开
发区等功能区内企业整改隐患 9.3 万条，其中重大隐患 25 条，取
缔关闭企业 20 家；对全省市、县（区）及开发区等功能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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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安全监管人员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全省工业制造领域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60 起、死亡 64 人，同比分别下
降 13.2%、16.4%，全省开发区等功能区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危险废物等安全整治。实行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监管，建立危险废物监管部门联动机制；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的实施意见》等 8 个制
度文件；建成危险废物处置项目 10 个；累计出动 1.1 万人次，排
查企业 4867 家，整治隐患 1029 个，查处涉危案件 68 起，公安机
关立案 20 起，抓捕嫌疑人 44 人。
烟花爆竹安全整治。全省正常生产、经营（批发）的烟花爆
竹企业均提交了安全生产履职报告，开展了“五个一”
“十个一次”
活动；退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736 家，超额完成 2020 年整顿退出
任务；市、县两级安全监管人员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三类人员培
训全覆盖；推进两大主产县 195 家在产企业实现智能化预警监测。
全省烟花爆竹安全形势平稳，连续 11 个月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连续 19 个月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三年行动期间实现了“零事
故”
。
建筑施工安全整治。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
工程、铁路隧道和自制吊篮专项整治，推进水运工程施工区域网
格化安全管理。全省检查企业（项目）5676 家、整治隐患 5.6 万
处（重大隐患 160 处）
，吊销企业证照 11 家，处罚 2781.53 万元。
全省建筑施工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90 起，同比下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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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省委、省政府领导。
分送：应急管理部办公厅，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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