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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六个坚持” 筑牢安全屏障
——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综述
2020 年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我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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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突出重点、精准施策，扎
实推进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保持了安全生产形势平稳，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安全保障。
两年来，经过全省上下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我省安全生产
— 1 —

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安全理念更为牢固，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作为总遵循、总方针，把安全生产纳入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全省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体系
及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考核，坚决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安全责
任更为夯实，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查，创新实施挂牌警告；设立 13
个安全专业委员会，安全生产职责写入 22 家省直部门“三定”规
定，修订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推进 15 余万家企业开展“五个一”
活动，3 万余家企业报送履职报告，1 万余家企业完成安全标准化
和风险管控示范企业创建。风险管控更为有力，共辨识风险点
54.95 万处，管控 54.72 万处，管控率 99.58%，其中重大风险点
6315 处，全部管控到位。危化、煤矿、尾矿库、烟花爆竹、城市
运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强化风险监控预警建设，管控水平
明显提升。隐患整治更为彻底，共排查隐患 115.91 万条，整改
到位 113.88 万条，整改率 98.25%；其中重大隐患 1048 条，整改
到位 951 条，整改率 90.74%。长效常治更为完善，各地、各部门
针对三年行动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分析、精
准施策发力，共制定出台制度措施 669 条，其中省级层面 125 条。
安全形势更为平稳，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全省共发生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 2823 起、死亡 1846 人，与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同比分别下降 29.58%、24.87%；发生较大事故 33 起，下
降 21.43%；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坚持以上率下，高位推动抓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印发三年行动计划并动员部署后，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汇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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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汇报、调研检
查、推动工作，强调要精准发力，务求实效。省政府成立三年行
动工作推进组，由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推进组办公室设在省应
急厅，并建立工作例会、工作专班、联络员、分析通报、媒体曝
光、举报奖励、巡查考核、约谈问责等 8 项工作制度。省、市、
县三级抽调近 2 万名精干力量，组建了 1600 余个工作专班，建立
了各项工作机制，进一步压实了工作责任，强力推进三年行动各
项措施落实。
坚持系统思维，科学部署促实效
对标对表全国三年行动计划，省安委会下发《江西省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明确“1+2+11”任务框架，在全
国基础上，增加了烟花爆竹和建筑施工两个专项进行整治。同时，
针对每个专题、专项，制定了具体分方案，细化实化责任问题，
全面梳理出 266 个重点整治问题。2021 年集中攻坚阶段，统筹部
署开展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十大攻坚战”
，聚焦重大
风险“回头看”
、隐患清零、
“打非治违”
、淘汰落后产能、技术改
造升级、执法能力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提升、安全文化建设、
“双
千示范”工程建设、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等十大方面、106 个突出
问题，并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实施挂图作战，有序推进三年行
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各地、各有关部门均结合本地、本行业领
域工作实际，细化责任措施，推动三年行动工作落实。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狠实除隐患
围绕重点整治问题，通过企业自查、专家指导、媒体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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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等方式，全力以赴推进隐患整治。强化突出问题重大隐
患清单管理，全面梳理出突出问题重大隐患 799 个，严格实行动
态管理、闭环管理；省安委办每月调度隐患整治情况，并发函督
促 5000 余条隐患整改落实；结合春节、
“两会”
、清明、端午、中
秋、国庆、重要会议等重点时段，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暗查暗访、
专项巡查、综合督查，推动隐患排查治理。扎实推进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省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
注册企业 1.72 万家，常态化自查自报自改隐患 135 万余条。交通
运输领域整治完成 30 处省级督办、88 处市级督办隐患路段，摸
排桥梁 143 座、规范提升 105 座，耗资 1400 余万元完成鱼山枢纽
泄水闸闸门、船闸液压系统更新和自动化系统改造；消防部门推
动整治各级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231 家。
坚持舆论引领，注重宣教强氛围
2120 年 6 月，省安委办下发通知，就加强三年行动宣传动员
作出系统、全面部署；8-9 月，组织 11 个宣讲团分赴各地，深入
宣讲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1 年 6 月，部
署组织学习《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已组织 2.8 万场、近百万人员观看。三
年行动以来，省安委办主任，省应急厅厅长龙卿吉多次赴省委党
校，给党校学员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
委办先后 4 次组织在线访谈，介绍全省三年行动及“十大攻坚战”
部署推进情况，吸引网民超百万人次观看；编发《三年行动专刊》
140 余期，组织“安全生产赣鄱行”新闻记者采访报道 881 次，
在省级以上媒体刊发新闻稿件 2 万余条；充分发挥网站、微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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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等平台作用，其中“江西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受众超过 230
万，影响力在全国同级微信公众号位居前列。每年利用“安全生
产月”
“5·12”防灾减灾日、安全宣传“五进”等活动，广泛、
深入宣传三年行动进展情况、典型做法，曝光典型案例，其中开
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16 万余场、参与人数近千万人次。此外，
大力推进公共安全文化示范创建，今年 6 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
护（瑞金）体验中心顺利开馆，已接待进馆人次近 3 万人次。
坚持高压严惩，严格执法长震慑
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时段，强
化督导检查，突出打非治违，保持高压态势。2020 年 9 月及 2021
年 6 月，分两批次开展我省第二轮次全覆盖安全生产专项巡查，
延伸巡查 90 余个县区（开发区）
、200 余个部门，个别谈话党政、
部门负责人 400 余人，检查企业 300 余家，
推动整改问题隐患 1100
余条。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组织开展全省岁末年初安全
生产集中整治百日行动，辨识管控风险点 11.67 万处，排查整治
隐患 18.25 万，责令停产整顿企业 938 家，暂扣吊销证照 61 家，
关闭取缔 132 家，经济处罚 4000 余万元。今年 10 月底至明年 1
月底，我省正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行动，聚焦无
证、无资质、证照不全等 15 大类具有共性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
设行为及各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查处一批安全生产非法
违法行为。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共成立检查组 3.43 万个，检查企
业 26.75 万家次，责令停产整顿 4363 家，暂扣吊销证照 145 家，
关闭取缔 421 家，处罚 2.34 亿元，移送司法机关 260 人，联合惩
戒失信企业 970 家。
— 5 —

坚持长效常治，夯实基础铸久安
强化源头管控，三年行动以来，关闭煤矿 31 处、退出煤炭产
能 237 万吨/年；关闭非煤矿山 148 座、销号尾矿库 82 座；整顿
退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847 家、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2 家；
搬迁危化企业 20 家，
注销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 116 家；
拆解“僵
尸船舶”475 艘。淘汰非专用校车 21 辆，吊销车辆《道路运输证》
118 台，终身禁驾人员 950 人次；累计完成危桥改造 142 座,完成
续建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586.2 公里；
新增城市消防救援
队站 173 个，乡镇政府专职队 196 个，市政消火栓 24000 个。强
化科技支撑，193 家危化品企业、491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03
座尾矿库和所有在生产煤矿全部接入监测预警平台，道路客运车
辆和危货运输车辆全部安装安全智能预警设备，实现“一张网”
管理。完善长效机制，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
省绿色矿山管理办法（试行）
》
，省安委会印发《江西省尾矿库销
号管理办法》《江西省安全生产挂牌警告管理暂行办法》
《江西省
应急管理综合考核办法》以及道路交通“50”条、建筑施工“40”
条等办法意见，稳步推进形成较为成熟定型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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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办公厅。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区）党委、政府及应急管
理部门，部分中央驻赣企业及省属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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