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

郑交安 〔2018〕 336号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印发 《郑州市交通运输企业构建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交通运输局,委属各单位 :

现将《郑州市交通运输企业构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1.

日



郑州市交通运输企业构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构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以 下简称
“双重预防体系

”),是新形势下推动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创新的重大举措,是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

治本之策。根据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企业构

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交文 E2018〕 458号 )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

州市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 政办明电 〔2018〕 498号 )要求,结合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工作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交通运输厅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决策部署,按照省级统筹、市级推动、行业指导、企业落实的原

则,推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强 化隐患排查治理,推进事故预防工

作科学化、信息化、标准化,实现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

把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通过人员严管、设各严控、工艺严

防、过程严治,全面提升交通运输企业本质安全、职工行为安全

防控水平,保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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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目标。通过两年的努力,建立覆盖交通运输企业

的双重预防体系和可考核、可智控、可追溯的新型监管机制,实

现交通运输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职工行为安全能力和监管效能的

明显提升,生产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到2020年 ,与 2017年相比,较大事故起数下降50%以上,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30%以 上。

二、工作任务

(一 )制定实施方案

2018年 12月 底前,各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行业领

域综合实施方案和本行业专项实施方案,并报委安委会办公室。

(二 )着力构建交通运输企业双重预防机制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要监督指导推动交通运输企业按照

《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规范》(DB41/T1646-2018)、 交通运输部《公

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针对企业类型

和特点,制 定符合企业实际的、科学的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

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

1.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交通运输企业要组织有关

专家和全体员工,全方位、全过程辨识人员行为、设备设施、生

产过程、作业环境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摸 清风险

源底数,做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交通运输企

业要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对风险清单中所列风险

进行逐项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以及主要致险因素和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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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管控安全风险。交通运输企业应依据风险的等级、性

质等因素,科学制定管控措施,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

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达到 避、降低和监测风险的目的。

应当将风险基本情况、应急措施等信息通过安全手册、公告提醒、

标识牌、讲解宣传等方式告知本单位从业人员和进入风险工作区

域的外来人员,指导、督促做好安全防范。当风险的致险因素超

出管控范围,达到预警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及时发出预警信

息,并 立即采取针对性管控措施,防 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实施安全风险公告警示。交通运输企业要建立完善安全风

险公告制度,并加强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确保管理人员和每名

员工都掌握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措施。要在醒目位

置和重点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

卡,标明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事故隐患类别、事故后果、管

控措施、应急措施及报告方式等内容。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工

作场所和岗位,要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强化风险源监测和预警。

4.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风险管控措施失效或弱化极易形

成隐患,酿成事故。交通运输企业要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制定符合本企业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

的事项、内容和频次,完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明 确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部门和岗位人员隐患排查治理的职责范围和工

作任务,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实施重点整治。企业要建立和完善

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的运行机制,对现有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流程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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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完善改进,实现隐患排查、登记、评估、治理、验收、报告、

销号等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

对于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在 向当地交通运输部门报告的同

时,制 定并实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

限和预案
“五落实

”。

(三 )健全完善双重预防体系的监管工作

1.实施分级分类安全监管。各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要督促

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工作。要结合企业风险辨识和评估结果以及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以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为基础,确 定企业整体

安全风险等级,达到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企业风险等级为较小,

达到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企业风险等级为一般,达到三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的企业风险等级为较大,没有达标的企业风险等级为

最大。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业,确 定不同的执法检查频次、重

点内容等,实行差异化、精准化动态监管。对企业存在的重大安

全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要加强督促指导,推 动企业加快实施管

控整治措施,对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

要依法严格查处。

2.以 安全生产标准化有效运行促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建立双

重预防体系是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核心,标准化有效运行是落

实双重预防体系的保证。各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要督促引导企

业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与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以及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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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治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过程中开

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各交通运输企业

要通过全面辨识风险,夯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基础;通过安全

生产标准化体系的规范运行,促进双重预防机制有效实施;通过

风险分级管控,消 除事故隐患;通过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改进风险

管控内容和方法,降低或消除事故发生风险。通过强化安全生产

标准化年度自评,根据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等因素变化,持续

进行风险辨识、评估、管控与更新完善,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实现双重预防机制的持续改进。要加强对标准化评价机构的监管,

确保评价机构从业行为的规范性、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

3.认真组织实施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清单。为推

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机制建设,省厅

依照《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73

号)和有关法规、规章、标准等规定,组 织人员编写了道路运输、

水路运输、港口营运、城市客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收费公路

运营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清单 (每个类型按业务属性分为若干

类别,各类别隐患清单将陆续上传至邮箱1账号:a2o16jm63.c。 m,

密码:a1234561文件中心,各地下载使用),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要督促企业依据事故隐患清单做好排查治理工作。省厅已在 《河

南 省 交 通 运 输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管 理 系 统 (网

址:ww· hnjtaq.com)》 的基础上,增加了交通运输企业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功能模块,交通运输企业使用 Ukey登录信息进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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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治理系统后,每月将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登录系统并上报。交

通运输企业要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报送各类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行业管理部门使用 Ukey登录信

息后,查看行业领域各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对隐患整改

不到位或不按要求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企业,要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按照安全信用管理规定,列 入安全生产信用
“
黑名单

”
,依托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三、实施步骤

(一 )培育试点,示 范引领。2019年 3月 底前,市 交通委选

择巩义市交通运输局、金水区交通运输局和市公交总公司、交运

集团公司、轨道运营分公司为试点,及 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

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分行业有序推进。其

他地方亦要确定部分单位或企业作为试点,以 点带面,先行先试,

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

(二 )突出重点,强 力推进。2019年 6月 底前,在试点的基

础上,基本建成道路运输双重预防体系。2019年 12月 底前全市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城市客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等企业全面

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推 动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双重预防

机制。

(三 )稳定运行,持续改进。2020年 12月 底前,全市交通运

输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实现稳定运行,并不断巩固成果,持续提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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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建设双重

预防体系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抓手、防范

和遏制事故的基础工作,全力推进,务求实效,要建立推进机制,

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分管领导直接负责,定期研究安排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抓好方案各项任务的落实。

为进一步加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市交通委成立

以委主任吴耀田任组长,副 主任薛河川任副组长,委机关综合运

输处、安全信息处、执法督查处、建设管理处、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处负责人,委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委安全信息处,具体负责协调指导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工作。

(二 )广 泛宣传发动。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深化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引 导广大企业和职工积极参与风

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营造良好工作氛围。要列出本地、

本行业双重预防体系推进计划,及时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和现场

推进会,限定时间节点,量 化工作任务,明 确工作措施,强 化工作

保障,确保按时限、高质量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任务。

(三 )严格考核督导。各单位要改革创新监管,积极协调和

组织专家力量,帮 助和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加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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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建立健全督查督办、跟踪督办、汇报点评、定期通报、警

示约谈、执法惩处等工作机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业实施差

异化执法,对双重预防体系运行好的企业减少检查执法频次,对

风险隐患管控不力的企业增加检查频次和加大处罚力度,确保双

重预防工作取得实效。

联系人:马 跃  联系电话:67178881

邮 箱:zzjtXXC@126.com

附件:郑州市交通运输企业构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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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交通运输企业构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职责分工

行业职责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组织、指导、监督辖区道路运输、

水上交通和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公共等行业安全生产

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各县 (市 、区)交

通运输局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组织、指导、监督所辖
“
两客一危

”

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

市运管局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组织、指导、监督所辖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

市公路局、地管处、

重点处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组织、指导、监督所辖机动车修配

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

市修管处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组织、指导、监督所辖水上交通行

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

市地方海事局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市客管处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构建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发挥试点引领作用
市交运集团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构建城市公交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发挥试点引

领作用

市公交总公司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构建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发挥试点引领作用
市轨道运营分公司

2019年 6月 底前基本建成 ,

2019年 12月 底前全面推进 ,

2020年 12月 底前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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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导、监督所辖出租行业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9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