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京安发〔2017〕15号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各成员单位，中央在京和市属国有企业，各有关单位：

进入秋冬季以来，本市连续发生火灾及各类安全事故，安全

形势严峻。特别是 2017年 11月 18日，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

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为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防范遏制各类事故，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

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7〕18

号）和市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

经市政府同意，市安委会决定自 2017年 11月 20日起，在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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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为期 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的思想，在全市各行业、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结合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着力整治违法违章建设、非法生产经

营、违法群租衍生的安全隐患；着力抓好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问题，取缔一批违法场所，

拆除一批违章建筑，关闭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企

业；着力加强低端业态安全管理，对安全隐患突出的低端业态做

到坚决疏解、倒逼腾退，全面压减事故总量，有效防范较大以上

事故和社会影响大的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首

都安全形势稳定。

二、排查整治的重点内容

此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范围是全

市各地区、各行业领域和各类企业。

清理整治重点区域：1.以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城市副中心

为核心辐射周边，围绕彩钢板建筑、厂房库房、仓储物流、批发

市场等开展清查整治；2.以天安门、中南海为核心辐射至整个政

治中心区，围绕沿街餐饮、门店、文物古建、老旧平房区、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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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筒子楼等开展清查整治；3.以城乡结合部为核心，围绕出租公

寓、出租大院、待疏解或正拆除场所、彩钢板建筑、工厂企业、

厂房库房、仓储物流、汽配城、批发市场等开展清查整治。

清理整治重点场所和行业领域：严查彩钢板建筑；严查工业

大院、“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严查厂房库房、仓储物流、集贸批

发市场、出租房屋、出租大院等生产、加工、储存、住人场所；

严查待疏解或正在拆除场所；严查人员密集场所；严查重大活动

场所；严查文物古建、高层地下、轨道交通、易燃易爆、施工工

地、燃气管线等高危行业领域；严查有限空间作业；严查工矿商

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严查火灾、道路交通、工矿商贸等事故

单位；严查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单位；严查挂账火灾隐

患单位和区域性火灾隐患。各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自行选定重点

区域开展清查整治。

三、职责分工

（一）此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由市

安委会统一领导，不再单独成立领导小组。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

具体组织工作。

（二）各区安委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要结合本通知和辖区实际迅速

研究制定针对性方案，迅速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抓紧抓好落

实。要建立安全隐患台账，详细记录隐患排查整治情况，逐一落

实隐患整改责任，确保隐患及时得到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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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市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通知要求，针对本行业（领域）的实际，

依据职责制定本行业（领域）实施方案，细化明确本行业（领域）

排查整治的具体内容和标准，科学高效指导、督促各地区、各单

位做好实施工作。

市规划国土委：负责协调、督促、检查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制度并落

实专项治理行动计划，解决联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决制止违

法建设、违法占地、非法盗采、超越批准范围开采矿产资源等违

法违规行为。

市公安局消防局：负责围绕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副中心周

边及政治中心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以彩钢板建筑、高层

建筑、出租大院、文物古建筑、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为

重点进行排查、清理和整治。依托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平台，加强

对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清查整治的督导检查。督促紧盯三类区域、

严查六类场所，严格执行“九个一律”措施。

市公安局交管局：负责对重要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车辆进

行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两客一危”、大货车、非法

改装货运车、电动二三轮车、老年代步车、低速电动车、电动独

轮车、滑板车等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及公路交通管理设施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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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委：负责“两客一危”、轨道交通、重要交通枢纽中涉

及交通运输业态、货物运输领域和市管道路、一般公路、高速公

路、隧道、公路桥梁的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整

治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一般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施工等领域中违

法行为。联合公安部门共同开展车辆超载超限治理。

市城市管理委：负责石油天然气管线、城镇燃气管道、热力

管道、电力管线、再生资源回收等领域安全隐患的排查、清理和

整治，重点排查整治管道安全巡查防范措施、管道占压、油气泄

露、爆燃、爆炸等隐患。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建筑施工、新机场建设等重大建设

工程、物业服务企业、普通地下室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

整治，重点排查整治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等设施设备安全

隐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用电用气、装饰装修和普通地下室

散租住人、违规用电用气等方面安全隐患排查。

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民爆器材生产、销售企业安全隐患排

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企业安全责任制落实、风险防控、

电气火灾治理等方面安全隐患。

市商务委：负责商业零售、餐饮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

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无购物出口、中英文双语应急广播设置、

排油烟管道清理和安全生产例会制度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电梯、燃气、消防等方面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市旅游委：负责宾馆饭店、旅游景区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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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和整治，重点整治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滑道）、蹦极、

攀岩、漂流、玻璃栈道、专用机动车、摆渡车、游船、游艇等设

备和消防安全等方面隐患。

市教委：负责学校的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

整治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废弃化学品处置和应急管理

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市工商局：负责落实“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各项工作任

务，重点清理整顿取缔无照经营违法行为、“开墙打洞”住宅内经

营行为，规范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秩序等。

市民防局：负责人防工程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

重点清理整治未经批准擅自使用住人，未按规定备案和改变备案

用途、擅自改变规划用途或批准用途，擅自改变主体结构、平面

布局或拆除设备设施的地下空间，杜绝违法违规使用地下空间行

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地下空间规划设计用途和法律、法

规规定的使用功能。

市水务局：负责水务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

重点清理整治水利在建工程、水利运行工程、供水设施运行、排

水设施运行、农村水利、农村水电、勘察（测）设计、有限空间

作业、电气火灾等方面问题隐患。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医疗机构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

治，重点排查治理氧气站、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专用储存室、

气瓶间、危废储存室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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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局：负责文物系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

对文物古建消防设施、消防通道、防雷、电器线路等方面问题隐

患进行清理整治。

市重大办：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本市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安

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强化年底通车项目的安全管理。

市质监局：负责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电梯、施工塔

吊、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领域进行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

排查整治设备设施运行、液化石油气瓶超期未检验、超期限使用

等隐患。

北京铁路局：负责铁路沿线保护区内安全隐患的排查、清理

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在铁路线两侧、车站周围安全保护区范围

内非法建造危险品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场所，非法从事采矿、

采石、采砂、抽取地下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爆破作业，以及

拆盗、割盗、掀盗、置障、石击等危及行车安全的违法活动。

市安全监管局（北京煤监局）：1.负责非煤矿山、尾矿库、

排土场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冬季采暖期间停产

的矿山企业值守值班、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2.负责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在

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未按国家标准

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

禁配物质混放混存；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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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自动化设施未正常投入使用，操作人员

操作不熟练；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或者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未整改而继续生产、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从事生产、储存、

经营等安全隐患。3.负责有限空间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

治，排查整治有限空间作业单位未配备气体检测、通风、正压呼

吸器、安全绳、三脚架等防护设备设施；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监护人员无特种作业证；未经审批，

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未经通风、检测、作业人员未佩戴防护

用品，进行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隐患。4.负责冶金、有色、建材、

纺织、轻工、烟草等工业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重点

排查整治市安委会（京安发〔2016〕11号）文件指出的涉爆粉

尘作业场所 14类隐患问题；危险化学品库房的安全距离不符合

要求，未设置浓度监测报警控制、静电消除、温度检测等必要的

安全装置，禁忌危化品混存混放等安全隐患。5.负责煤矿领域重

大灾害治理、用电安全、易燃易爆物品的保存使用、备用设备设

施及器材完好性、各级安全责任制落实等方面问题隐患的排查、

清理和整治。

中央在京单位：负责本部门、本单位、本系统安全隐患排查、

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整治所属房屋土地非法违法出租情况、重

点消防部位管理情况、消防设施设备维护管理情况、易燃易爆危

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其他各类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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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军队：负责部队所在区域和所属企业单位的隐患排查、

清理和整治，重点排查治理彩钢板建筑、超市、招待所、出租房，

以及电路线路、消防设施等方面安全隐患。

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环保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

农委、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体育局、市园林绿化局、

市农业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南水北调办、市气象局、华北能监

局、市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及其他各有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和

部门职责，认真组织本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

大整治，涉及多部门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积极开展联合执法，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 7月份以来安全生产大检查

期间发现的安全问题隐患，特别是挂账督办重大安全隐患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到位。对新发现的问题

隐患，要安排专人盯防，限时整改，确保不发生事故。

四、工作安排

从 11月 20日开始至 12月底，集中 40天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11月 20日至 11月 30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结

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下发到基层单位和企业。要召开会议，

进行周密动员部署，做到方案措施细，任务要求清，落实责任严。

请各部门于 11月 25前，各地区于 11月 30日前将本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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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实施方案部署传达到各基层单位，并将动员部署情况报

市安委会办公室。

11月 30日至 12月 20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开

展全区域、全天候、全要素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大隐患以及风险高、隐患多的单位，

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拆除违法建设，有效防范各类事故。

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隐患台账，重大隐患进行挂账督办。

12月 20日至 12月 31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对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总结，特别

是要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提出本地区、

本部门加强安全监管、落实安全责任的对策和措施，研究制定改

进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效机制，及时将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专

项行动总结报市安委会办公室。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要

求，及时报送专项行动部署落实的阶段性总结和进展情况。自

11月 20日起，每周五 16时前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将本周

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行动统计表、安全隐患台账（附件 1、附

件 2）以及有关情况报市安委会办公室，由市安委会办公室汇总

后报市政府。

（二）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市安委会每两周组织召开一次视

频会议，通报近期事故情况及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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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推动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依托市级主流媒

体，定期曝光依法严厉查处、关闭取缔的违法违规企业。

（三）建立督查工作机制。市政府督查室要组织对大排查、

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进行专项督查。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

督察组要把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作为重要

督察内容，督促指导各有关地区、部门做好工作落实，确保整治

取得成效。

（四）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专项行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整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有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对全市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期间发生的死亡事故和社会影响较

大事故，各地区监察部门要介入事故调查，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五）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强化与军队、中

央单位的情况沟通。协调、支持、配合军队、中央单位做好自身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确保隐患排查整治无死角。

六、工作要求

（一）认清形势，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清

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深刻吸取大兴区 11·18火灾事故教训，强

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与“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紧密结合，集中精干力量，严格落实责任，确

保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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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台账，强化监管。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对排

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建立台账，加强分类监管，对整治情况要逐

一进行验收复查。各区要逐个街乡、逐个场所排查登记，做到一

街乡一专档，逐级领导确认签字。对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隐患，

要全程跟踪，严密监控，强力督促整改；对重大隐患要建立台账，

逐级挂牌督办，严格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不能保证安全的，

要坚决停产整顿。要加强对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企业的监督检查，

强化现场管控，落实专人盯守，严防明停暗开、假停假改和死灰

复燃。

（三）加大力度，严格执法。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执法力

度，对违法建设出租转租住人、煤矿“三超”、危险化学品“三违”、

重大突出火灾隐患、道路交通“三超一疲劳”、建筑施工“三抢”、“开

墙打洞”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严格落实停产整顿、

上限处罚、关闭取缔、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执法措施。凡是

有安全隐患的建筑、厂房，尤其是工业大院，一律关停整顿。“三

合一”、“多合一”场所，要立即清人，确保安全。公安交管、公安

消防、安监、质监等部门，要依责加强对事故发生单位调查处理

及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

强对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各区有驻军部队的，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情况沟通，

告知相关要求，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做好排查整改。要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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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冬季用火、用电、用气、消防、交

通等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常识宣传，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安全意

识，提高避险减灾技能。要充分利用投诉举报电话，建立健全举

报奖励机制，动员企业职工和社会群众举报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

违规行为。

附件：1.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行动统计表

2.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行动安全隐患台账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年 11月 19日

（联系人：崔小兵；联系电话：88011967，88011109；邮

箱：bjsa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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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行动统计表

2017年 11月 20日—2017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备注：本表 11月 24日首次报送，之后每周五报送，报送数据为累计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监督检
查单位
（家）

出动执
法人员
（人）

发现问题隐患（项）
拆除、清理
违法建设 行政

处罚
（家次）

停产
停业
（家）

关闭
取缔
（家）

媒体
曝光
（家）

行政处
罚金额
（万元）

处理
人员
（人）

一 般 隐

患（项）

重 大 隐

患（项）

数量

（处）

面积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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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隐患排查清理整治行动安全隐患台账

2017年 11月 20日—2017年 月 日

填报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存在问题隐患 是否重大隐患 媒体曝光情况 处罚情况 整改结果 备注

备注：1.本表 11月 24日首次报送，之后每周五报送新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2.媒体曝光情况：未曝光的填写“否”，已曝光
的填写何时何种媒体进行了曝光。3.处罚情况，填写责令整改、罚款（金额）、停产停业、关闭取缔等；整改结果：已完成整
改的填写“已整改”，并简要说明整改情况，未完成整改的填写“未整改”或“正在整改”，并简要说明整改措施。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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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委会办公室。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1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