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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部 明 电

发往 孟廷秀
签批
盖章

许昌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
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钢铁企业煤气安全

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豫应急办〔2019〕50 号）要求，市应急

管理局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工贸行业企业开展煤气安全专

项治理，并制定了《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活动

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9 年 4 月 22 日

等级 特急 部门号 许应急明电〔20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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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
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钢铁企业煤气

安全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豫应急办〔2019〕50 号）要求，

切实加我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管理，坚决遏制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工贸行业企业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工贸行业企业开展煤气安全专项

治理活动，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治理范围

全市涉及煤气生产、储存、使用的工贸行业企业。

二、工作重点

主要围绕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管理、煤气设备设施、

煤气作业三个重点方面，全面排查治理以下突出问题：

（一）煤气安全管理

1.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

擅自投入运行。

2.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

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经安全

条件论证。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

没有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设

施，未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应急演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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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检修人员未依法持

证上岗。

（二）煤气设备设施

1.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

通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2.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

分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设施。

3.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

聚集的场所，以及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

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4.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

置；煤气进入车间前的管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阀

或可靠的隔断装置。

5.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

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三）煤气作业

1.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2.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

浓度等不符合标准要求。

3.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

全措施，未取得煤气防护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4.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

探料尺、操作插板等危险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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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防护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吸器或通风式

防毒面具。

三、工作安排

（一）制定方案阶段（4月 30 日前）。各县（市、区）

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局）要在深入分析本地区工贸行业企

业煤气安全生产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地实

际，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方案，并于 4月 30 日前将方案（纸

质及电子版）报市应急管理局工矿科。

（二）企业自查自改阶段（5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各

有关工贸行业企业要按照此次专项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工贸

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冶金

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91 号）等文件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改。对自查中发现

的事故隐患，要制定整改计划，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

时限、预案“五落实”，确保整改到位。有关工贸行业企业

要于 2019 年 7月 31 日前将本单位煤气安全专项治理自查自

改工作总结报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三）县级执法检查阶段（8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各

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局）要在工贸行业企业

自查自改的基础上，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全面执法检查，要对

涉及煤气安全管理、设施设备及作业安全的重点环节进行督

导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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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局验收阶段（8 月 16 日至 9 月 10 日）。市应

急管理局将组织专业执法力量对有关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

全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验收，对检查时发现仍然存在

重大隐患且治理不到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采

取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停产等

措施，必要时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相关工作总结和

企业自查表、应急管理部门验收表（纸质及电子版）请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市应急管理局工矿科。市应急管理局将

对此次煤气安全专项治理活动结果予以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县（市、区）应急管理

局（安全监管局）要高度重视此次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

项治理工作，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督查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工贸行业企业要切

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认识煤气安全的重要性，细

化工作方案，周密安排部署，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县（市、区）应急管理

局（安全监管局）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网络、微信、报纸

等渠道，广泛宣讲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知识，及时曝光违

法违规企业和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进行监督，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企业要认真开展针对性的专题培训，开展煤气安全

事故警示教育，提高广大职工对煤气危害的认识，引导教育

广大职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化解煤气安全风险、消除

事故隐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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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执法，联合惩戒。各县（市、区）应急管理

局（安全监管局）要强化执法检查，对工贸行业企业煤气治

理活动中存在的重大隐患治理不到位的，要从严从重查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存在《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

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行为的，提请纳入安全生产

领域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形成有力震慑。

（四）统筹安排，机制保证。各县（市、区）应急管理

局（安全监管局）要督促指导辖区内工贸行业企业坚持将专

项治理工作与高温熔融、有限空间等高危作业管理相结合，

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与煤气安全专项治

理相结合，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相结合，认真落实

《冶金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 版）》

（安监总管四〔2016〕31 号）等文件要求，强化安全风险辨

识、评估和管控，逐步建立源头辨识、过程控制、持续改进、

全员参与的安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强化危险因素辨识管

控，提高防范事故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煤气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附件：1、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企业

自查表

2、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应急

管理部门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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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企业自查表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企业名称： 地址：

基本情况
煤气柜数量及规格 涉煤气作业人数 煤气检验检测设备数量(台)

自查内容

自查类别 自查项目 自查结果 情况说明

煤气安全

管理

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擅自投

入运行。 □是 □否

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

和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经安全条件论

证。
□是 □否

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没

有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防护设

施，未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应急演练；从

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检修人员未依法持

证上岗。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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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设备

设施

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通信和

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是 □否

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分采用

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设施。 □是 □否

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

场所，以及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

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志。
□是 □否

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置；煤气

进入车间前的管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阀或可靠的

隔断装置。
□是 □否

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置不符

合标准要求。 □是 □否

煤气作业

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浓度等

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

未取得煤气防护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是 □否

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探料尺、

操作插板等危险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时没有煤气防护

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吸器或通风式防毒面

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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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许昌市工贸行业企业煤气安全专项治理应急管理部门验收表
应急管理局（盖章） 验收人员：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地址：

验收类别 验收项目 验收结果 情况说明

煤气安全

管理

新建、改建和大修后的煤气设施未经检查验收合格，

擅自投入运行。 □是 □否

煤气设备设施的改造和施工，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设

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新型煤气设备或附属装置未

经安全条件论证。
□是 □否

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

没有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置及

防护设施，未按要求每年组织开展至少一次煤气事故

应急演练；从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

检修人员未依法持证上岗。

□是 □否

煤气设备

设施

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

通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柜顶未设置防雷装置。 □是 □否

煤气区域未按照标准规定的爆炸性危险环境区域划分

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设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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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

聚集的场所，以及煤气区域的值班室、操作室等人员

较集中的地方，未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

警示标志。

□是 □否

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的隔断装置；

煤气进入车间前的管道，未按标准要求设置总管切断

阀或可靠的隔断装置。
□是 □否

煤气水封和排水器的设置、水封高度、给（加）水装

置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煤气作业

煤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涉及煤气的有限空间作业，程序、氧含量、一氧化碳

浓度等不符合标准要求。 □是 □否

带煤气作业或在煤气设备上动火没有作业方案和安全

措施，未取得煤气防护站或安全主管部门的书面批准。 □是 □否

带煤气作业如带煤气抽堵盲板、带煤气接管、高炉换

探料尺、操作插板等危险作业，在雷雨天进行；作业

时没有煤气防护站人员在场监护；操作人员未佩戴呼

吸器或通风式防毒面具。

□是 □否

是否存在其他严重安全问题（可另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