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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市政府批准，2020年8月
24日至9月11日，市委、市政府安全生
产第一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门
头沟区2018年以来的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开展驻地督察。期间，督察组认真
审查了《门头沟区安全生产工作自查
报告》，与4名区领导、7名区政府部门
主要领导进行了个别谈话,查阅资料
5300余份，开通了12350举报投诉电
话。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延伸督察了
6个区行业部门、6个街镇（功能区），随
机检查企事业单位22家，开展夜查1
次，基本覆盖了门头沟区安全生产的
主要行业领域。在综合研究分析的基
础上，形成督察反馈意见如下：

一、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
2018年以来，门头沟区委、区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
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生态涵养区的功
能定位，党政齐抓、全局统筹，强化监
管、狠抓落实，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一）全局统筹，组织领导不断强
化。以区委、区政府名义印发《门头沟
区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工作方案》等6份指导、规范安
全生产工作的文件，长远规划本区安
全生产的发展方向、实现路径。区委
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北京市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京
办发〔2019〕82号），定期在区委常委
会、区政府常务会、区长办公会上研究
部署安全生产重大问题，听取安全生
产执法检查情况，将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纳入月度街镇书记点评会重点内
容，着力构建全区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将安全生产作为区委考核平台的
一级考核指标，进一步强化了过程督
导、量化考评和目标考核。

（二）坚持创新，制度机制更加完
善。区8个行业主管部门结合监管实
际，制定了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农村地
区燃气设施、规模以下商业零售和餐
饮经营单位安全管理等10项制度（办
法）。区文旅局在推动精品民宿“门头
沟小院”建设中，把安全作为强制性标
准严格把关，在年度评定中实行“一票
否决”。2020年区应急局与区公安、检
察、法院和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深入取
证，将北京银之星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涉嫌违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移交
区公安局立案调查，依法办理了全区
安全生产领域首起行刑衔接案件，为
全市各区做好这项工作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作用。

（三）源头治理，安全基础得到改
善。2018年以来，共检查生产经营单
位11879家次，挂账隐患901个，销账
率91%以上，有效遏制了生产安全事
故的发生。坚持以“9041”为时限实施
拆违攻坚，共拆违293万平米，消除了
大量安全隐患。全面推广安责险，年
均上险覆盖率达14%，超额完成市级

8%的任务指标。区教委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全系统学校存放多年不使用的
28公斤汞、2539公斤普通危化品进行
了报废处置。东辛房街道实现了辖区
内餐饮企业统一供气，确保了对供气
源的规范管理。斋堂镇购置并改装三
轮消防车6台、巡逻车1台，依托综合
执法队组建了10人的应急消防志愿队
伍。妙峰山镇协调增设消防救援站，
有效提升了区域消防应急能力。

二、督察发现的主要问题
对照年度督察工作要点，门头沟

区安全生产工作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
问题：

（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
在松懈麻痹思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的意识不强。近几年,在推进疏
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过程中，门头沟
区关闭了煤矿、拆除了大批违建、疏解
了一些工业企业，安全生产产业环境
得到改善，因此，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本
区客观上不会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在督察组的谈话中，有的泛泛
讲安全，风险研判意识不够强，监管力
量情况不掌握，隐患底数不清楚；有的
认为已经搞过整治，配齐了设施设备，
根本就不会出问题；有的认为本领域
从未发生过事故，而对安全生产的“灰
犀牛”“黑天鹅”事件缺乏警醒；有的认
为本地区（行业领域）企业少、规模小、
高危行业不多，没有什么危险，对事故
隐患蕴藏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缺少
对安全风险的前瞻预判和对事故防范
的超前部署。由于存在这样的思想认
识，导致部分单位工作思路不清、工作
方法针对性不强，一些重大任务及专
项整治推进不及时、落实不平衡。今
年的事故情况很明显的反映出这样的
思想问题带来的后果。今年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形势下，全市生产安全事故
总量大幅下降。但截止8月24日门头
沟区已发生事故3起、亡3人，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在全市占比达6%以上，
事故占比与前 2 年相比不降反升
（2018年约4%，2019年约2%）。

（二）安全生产责任有待进一步压
实。《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
任制实施细则》落实不到位。区园林
绿化局、东辛房街道、斋堂镇分管安全
生产工作的领导不是本单位党委（党
组、党工委）委员。大峪街道没有明确
街道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分管领导的安
全生产职责。东辛房街道、永定镇虽
然重新修订了有关文件，但其中的会
议制度、领导职责与相关规定不符。
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住建委等单位
未按规定每季度召开党委（组）会议研
究安全生产工作。召开的会议学习上
级领导指示批示多、结合实际研究部
署工作少。多数单位领导干部重要节
日、节点检查多、日常监督检查少。《北
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宣贯有待加强。抽查的妙峰山
景区、大源非织造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
主要负责人对主体责任规定相关要求
和本人的职责不清楚。北京公共交通

控股公司十二车队从业人员超过400
人，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工作联动不够紧密，导致落实不
到位。区文旅局、永定镇、潭柘寺镇未
对区消防部门在火灾隐患告知函中提
出的“潭柘寺、戒台寺、爨底下等景区
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实施闭环
管理，未正式反馈隐患整改情况。区
商务局针对规模以下商业零售、餐饮
单位安全管理专门印发工作方案（门
商文〔2018〕49号），其中明确“联席会
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1次，每年不少于
2次”。但实际没有落实，未能发挥统
筹协调、分工落实的作用。

（三）部分行业部门执法检查效能
不高。依法履职不到位。区司法部门
要求，各部门要依据行政处罚权力清
单开展执法工作。但在抽查的8个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中，
区园林绿化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文旅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体育局5个部门，
未将《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纳
入行政处罚权力清单，日常执法检查
缺少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内容。执法检
查不规范。区文旅局近3年的执法检
查计划雷同，且缺少对旅游行业的执
法检查内容。没有复查记录，文书填
写不规范等问题较多。发现安全隐患
的能力亟待提高。检查多、发现问题
少的现象比较普遍。区城管执法局在
年初检查2家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餐饮
企业（陈氏小味道餐饮公司、来福一品
餐饮公司）时未发现问题。但在督察
组实地检查中发现，上述餐饮企业在
气瓶间设置、日常安全管理上均存在2
个以上问题隐患。

（四）部分行业领域（危险作业）问
题隐患突出、监管不到位。住建行业
事故多发。近3年来，建筑领域生产安
全事故共 7 起，占全区事故总量的
70%。其中北京国信好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2018年、2020年连续发生电
工特种作业管理不规范引发的亡人事
故。同时，2018年区住建委仅对2起
事故（全年共4起）进行了专题研究，在
年度安全生产总结中未提及事故相关
情况。一定程度反映出区住建委在加
强行业监管、汲取教训严肃整改上还
有差距。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有漏洞。
区教委、区商务局、永定镇等单位对有
限空间的风险认识不足，在风险辨识、
台账管理、排查整治工作上不够扎
实。北京昆仑琨商贸有限公司等3家
企业均存在有限空间，但主要负责人
对基本管理要求不清楚。特别是督察
期间，全市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丰台区

“8.26”事故后，部分单位反应迟缓，传
达贯彻不及时。瓶装液化气整治不彻
底。抽查发现企业气瓶间空罐与重罐
混存、穿墙管孔未封堵、可燃气体浓度
探测装置安装位置不合理、联动报警
装置失灵等问题比较普遍。同时，发
现存在区外无资质企业向区内单位供
气的问题。反映出区城管委、区城管执
法局和有关街镇工作上仍然有疏漏，存
在发生事故的风险。消防安全和现场

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督察中发现，妙峰
山景区、兴佰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3家企业各有1名消防控制室值班员
无证上岗，设备操作不熟练；微型消防
站人员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不到位，现
场处置能力弱。南丁格尔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库房和加工车间实际面积1900
㎡，未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斋堂镇爨底下
风景区一次性将景区灭火器全部送检
（规定不超过1/4），遇有突发火情无法
有效处置。

（五）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依然薄
弱。基础设施不完备。按照“十三五”
时期消防事业发展建设规划，尚未启
动小园消防站建设，难以如期完成建
设任务。基础台账更新不及时。抽查
发现，1家实际已拆除汽修企业仍在区
交通局的台账中，1家使用瓶装液化气
的餐饮企业则未列入区城管执法局的
台账，企业数量不准确，无法为行业监
管提供可靠的基础支撑，且容易产生
监管漏洞。应急准备不充分。多个部
门和街镇制定的应急预案依据不足、
救援程序不清晰，部分企业缺少应急
物资储备清单，未组织应急演练和评
估，应急预案形同虚设。安全文化建
设有差距。目前，仅有1个市级安全社
区、1家市级安全文化示范企业，数量
较少，难以形成示范辐射效应。

三、工作建议
门头沟区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

识、底线思维，坚持首善标准，以整体
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科学制订
并落实区“十四五”应急事业发展规
划，大力实施城市安全发展战略，全面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一）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责任落实。要始终坚持“大事不能出，
小事也不能出”的政治标准，纠正盲目
乐观、侥幸心理、不实不细等问题，始
终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扎实做好
安全生产和消防各项工作。依据《北
京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
施细则》，及时修订安全生产责任规
定，加强对街镇和区级部门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的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认真
开展以区委、区政府名义对同级政府
部门和下级街镇的安全生产督查考
评，进一步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区行
业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
安全”要求，积极主动履职尽责，健全
信息共享、行动协同的工作机制，真正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区安委会
要完善制度，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区安委会办公室要认真履行职能，结
合生态涵养区的特点，认真分析研究
城市安全生产的特点规律，当好参谋
助手，切实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二）高标准推进安全发展城市建
设。在“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引领
下，将城市安全发展与全国文明城区、

“基本无违建区”等创建工作有机融
合，创新安全理念、工作方式，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共进的治理格局。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突出建筑施工（物业）、道路交通、危化
品、瓶装液化气、旅游、消防、有限空间
等重点领域（危险作业）专项整治，巩
固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扎实开
展安全风险评估，全面摸排掌握城市
安全风险，强化分级管控和动态更新，
把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落到实处。以

“平安校园”建设为抓手，认真贯彻落
实《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
规定》，全面加强79所学校幼儿园安全
管理。着眼全域旅游快速发展实际，
积极做好乡村民宿、文保单位、宾馆饭
店的安全管理。针对山地面积占
98.5％、森林覆盖率高的区情特点，加
强森林防火工作，特别是区园林局、应
急局要紧密配合、无缝衔接，扎实落实
森林防、灭火责任。

（三）多措压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要紧紧抓住主体责任
这个核心，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律等
手段，在打通安全生产落实的“最后一
公里”上下更大功夫。继续开展好《北
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85号）的
宣贯，督导企业加强全员的安全教育培
训，解决好“知、懂、行”的问题。坚持

“法定职责必须为”，及时更新权力清
单，严格、规范执法，始终保持安全生产
高压严管态势，促使企业自觉加强内部
管理。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事故
调查处理，指导属地和有关部门跟踪、
评估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四）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建设。按照专业化、规范化要求，加强
业务培训、实践锻炼、作风建设，配齐
建强行业部门和街镇安全生产监管干
部队伍，当好安全生产工作“主力
军”。认真贯彻市委城市协管员队伍
管理体制改革部署要求，加强城市协
管员队伍改革的领导与指导，在保持
安全生产检查主责主业和队伍主体的
原则上，有序推进专职安全员队伍的下
沉整合，确保街镇一线安全检查力量不
散、工作不断、标准不降。逐步配套完
善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基础设施、设
备，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重视行业
（属地）企业、隐患、风险源等基本情况
的台账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及
时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演练、
评估，认真做好应急准备。广泛开展安
全文化建设，大力培育专业服务机构，
提高安全生产的社会治理能力。

请门头沟区委、区政府根据督察
组的反馈意见，举一反三，制定整改方
案，落实整改措施。要重点研究督察
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制定相应的落
实方案。方案以区委办公室、区政府
办公室名义印发，并抄送市安委会办公
室。自即日起，要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
本次督察确定的整改任务，形成整改情
况报告，经区委常委会研究讨论后，以
区委、区政府名义正式报送市委、市政
府，同时抄送市安委会办公室。

2020年11月4日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第一督察组
关于门头沟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督察反馈意见

近日，市民反映大峪街道桃园小区月亮门
大墙外有污水，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大峪街道接诉后，桃园社区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核查，桃园社区主污水管井坍塌，导致污水
流至社区外路面及社区东侧永新9号楼院内。
大峪街道城管办立刻会同桃园社区及永新社区
工作人员赶往问题点位，为防止污水流入永新9
号楼院内及周边道路，现场采取临时导流措施，
将污水引入市政管井，污水泄漏问题得到有效
控制。

由于污水管道附近电路错综复杂，大峪街
道“吹哨”电力、电信、联通等部门，配合排查主
污水管井坍塌点，现场制定了施工方案，并组织
施工力量对坍塌点位进行了修复、加固，彻底解
决了跑水问题。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近日，妙峰山镇下苇甸村的李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自
家无法安装下水管道，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妙峰山镇接诉后，相关负责人带队到李先生家查看情况。
经了解，下苇甸村前期实施下水管道改造工程时，由于李先生家
位置相对独立、地势高且紧邻109国道，无法进行管路铺设，当时
未纳入改造范围，通过自家挖设的旱井进行日常排水。李先生
已年过七旬，家中常年自己一人居住，近两年一直想要在自家建
设卫生间，但是排污成了难题，村内污水井位于109国道另一侧，
无法穿行国道架设污水管道。妙峰山镇工作人员与施工方多次
现场勘查后，计划将李先生家污水管道引入区公路分局下苇甸
公路养护服务站。

妙峰山镇与区公路分局多次召开研讨会，并出具书面函，研
究制定施工方案。目前工程已经开工，施工人员通过挖设三口
污水井、铺设近50米管道，将李先生家主下水管道接入区公路分
局养护服务站排污管线，将彻底解决李先生家排污问题，工期预
计一周左右。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 处置后▲

▲ 施工中▲ ▲ 施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