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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职责，规范监管执法行为，

提高监管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

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关

于印发枣庄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

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救灾减

灾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关

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

深化安全生产攻坚，推进应急管理改革发展，狠抓各项工作落

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力争大幅度减少一般事故，不发生较

大及以上事故，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以坚决维护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核心，以全面落实企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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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主体责任为重点，以防范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目

标，不断加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严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做到“五个 100%”和“一个零”。即对纳入计划的主要工作任

务完成率达到 100%，对纳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覆

盖率达到 100%，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率达到 100%，

对挂牌督办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办结率达到 100%，对直接实

施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结案率达到 100%，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案件败诉率为零。

（三）主要任务

1.加强对重点监管行业领域企业监督检查全覆盖。按照

“一重点全覆盖”和分类分级执法要求，在非煤矿山、危险化

学品以及金属冶炼等工贸领域，明确市级重点监管企业范围，

实现对重点监管行业企业监督检查全覆盖。

2.加强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按照“凡检查必

执法、凡违法必处罚、凡处罚必从严”的原则，严格监督检查，

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认真落实行政处罚措施，提高企

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3.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将监督检查计划和“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计划以及省、市“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工作计划有机结合，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及时向社会

公布“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以及行政执法决定、监

督检查情况等执法结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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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监督检查督导。加强与各区（市）应急局监督检查

计划的衔接，实施分类分级执法，避免执法对象交叉重复。加

大监督检查督导力度，指导和督促各区（市）推行异地执法、

联合执法、示范执法等模式，提高执法效能，督促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局属有关科室、单位要结合自身监督检查计划，在安

全生产重要时段和关键节点，组织对各区（市）重点行业领域

企业进行执法抽查督查。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测算

市应急局机关行政编制 34 名，在册人员 26 人，其中持有

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 22 人，占在册人员的 84.62%；监察支队

事业编制 22 名，在册人员 9 人，其中持有行政执法证件的人

员 9 人，占在册人员的 100%。根据《中共枣庄市委办公室 枣

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室字〔2019〕57 号）、《关

于加强市应急局安全生产和危化品监管工作力量的通知》（枣

编发〔2021〕5 号）和《关于调整市应急局机构编制事项的批

复》（枣编发〔2021〕75 号）等规定，市应急局 12 个内设机

构及 1 个所属事业单位中，承担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的人员

有 16 人，持证人员 16 人，持证比例为 100%。根据《安全生

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第八条关于“纳入计算行政执

法人员数量的比例，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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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70%”的规定，市应急局实际纳入计算的安全生产行政执

法人员为 16×70%≈12 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测算（2988 个）

总法定工作日=全年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9 天

×12 人=2988 个。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测算（约需 1130 个）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280 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 60 个工作日。

3.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30 个工作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30 个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30 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30 个工

作日。

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60 个工作日。

8.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10 个工作日。

9.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

任务 600 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测算（约需 820 个）

1.机关值班工作日为 360 个工作日。

2.参加会议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100 个工作日。

3.检查指导下级应急部门安全生产工作 30 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 30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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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病、事假 15 个工作日。

6.法定年休假 15 个工作日。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约需 1038 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2988 个）-其他执法工

作日（1130 个）-非执法工作日（820 个）=1038 个工作日。

其中：

1.重点检查工作日（约需 252 个工作日）

安全生产基础科、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检查约需：12

家×3 人×2 次×1 个工作日=72 个工作日。

应急指挥中心检查约需：8家×2人×2次×1个工作日=32

个工作日。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检查约需：12 家×3 人×2 次

×1 个工作日= 72 个工作日。

科技和信息化科检查约需：1 家×2 人×2 次×1 个工作日

= 4 个工作日。

安全生产监察支队年度抽查工作日约需：12 家×3 人×2

次×1 个工作日=72 个工作日。

2.一般检查工作日（约需 156 个工作日）

安全生产基础科、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检查约需：8

家×3 人×2 次×1 个工作日= 48 个工作日。

应急指挥中心检查约需：4家×2人×2次×1个工作日=16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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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检查约需：6 家×3 人×2 次

×1 个工作日=36 个工作日。

科技和信息化科检查约需：2 家×2 人×2 次×1 个工作日

=8 个工作日。

安全生产监察支队年度抽查工作日约需：8 家×3 人×2

次×1 个工作日=48 个工作日。

3.办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工作日（约需 630 个工作

日）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件按全年 45 起计算，每次需 2 人以

上持证执法，立案、调查取证、合法性审查、行政处罚告知、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法制审核、行政处罚集体讨论、案件处理

呈批、行政处罚决定、文书送达、结案、案卷整理归档等约需

7 个工作日左右完成，约需 45 起×2 人×7 个工作日=630 个工

作日。

责任单位：局属有关科室、单位。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

具体执行中会有所出入。

三、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

按照《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要求的重点

检查单位和一般检查单位范围，结合工作实际，确定重点监督

检查企业 45 家（其中，含随机抽查企业 12 家），一般监督检

查企业 28 家（其中，含随机抽查企业 10 家），共计 73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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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监督检查企业名单见附件。

四、工作要求

（一）科学组织，严格落实监督检查计划。制定年度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监督检查，是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的重要规定。局属各科室、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

落实。各区（市）应急局要积极配合市应急局执行好监督检查

计划，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进行检查，避免重复、交叉执法。

因重大事项需要调整计划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

按照《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重新履行报批和

备案手续，方可组织实施。

（二）规范执法，严格规范监督检查程序。执法人员在执

行监督检查任务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执法程序规

定，必须 2 人以上共同参加，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严格

落实现场检查规定，严格执行现场处理措施、调查取证、行政

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执行程序、结案审批程序等

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制作执法文书，并由被检查单位主要负责

人或现场负责人和执法人员签名后存档，不得以口头命令或者

文件替代执法文书，做到“有查必留痕”“谁检查、谁签字、

谁负责”。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和执法公示三项制度，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

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三）统筹安排，突出监督检查重点。局属各科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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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筹安排工作计划，可结合集中执法、专项执法、日常监管、

业务指导和上级安排的其他任务等工作一并进行。要扎实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

对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黑名单”、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

位和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单位，要加大监督检查频次，依

法督促整改。

（四）转变作风，树立良好执法形象。要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提高执法效能，按照“忠诚担当、雷厉风行、实在实干、

竭诚为民”的四项作风要求，动真碰硬，真抓实干，狠抓落实。

要加强执法监督，发现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要及时

予以纠正，确保权力正当行使。要严格执行廉政承诺制度，忠

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严明纪律，杜绝各类违法违规

违纪行为，树立应急部门良好执法形象。

注：上级工作部署和其他不可预见情况等因素与本计划冲

突时，本计划可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

附件：市应急局 2022 年度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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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应急局 2022 年度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一、安全生产基础科、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科监督检查

企业名单（20 家）

（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名单（12 家）

1.山东刘岭铁矿有限公司

2.山东兴运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蛟山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3.枣庄市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山亭区芦山口矿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

4.山东泉兴水泥有限公司

5.山东申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6.华沃（枣庄）水泥有限公司

7.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

8.枣庄市明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9.枣庄市胜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0.山东鲁瑞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11.滕州市儒静木业有限公司

12.滕州市欧思家木业有限公司

（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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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兄弟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2.枣庄众润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3.山东国新抱犊食品有限公司

4.枣庄市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山东中台蠕墨新材料有限公司

6.东谷锯业(山东）有限公司

7.山东博涛汽车有限公司

8.山东赛达铝业有限公司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监督检查企业名单（18

家）

（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12 家）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枣庄销售分公司

2.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枣庄石油分公司

3.山东鲁化天九化工有限公司

4.滕州市悟通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5.孟玄新材料有限公司

6.枣庄中科化学有限公司

7.枣庄玮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8. 枣庄东方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9. 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10.山东省润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11.枣庄市绚丽焰火燃放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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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枣庄市东信工贸有限公司

（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6 家）

1.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2. 滕州市天长气体有限公司

3.山东百斯达化工有限公司

4.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枣庄市东涛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6.枣庄市泰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三、科技和信息化科监督检查企业名单（3 家）

（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1 家）

青岛绿金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2 家）

随机抽查在枣庄市开展业务的安全评价机构 2 家

四、应急指挥中心监督检查企业名单（12 家）

（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8 家）

1.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

2.山东正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尚品本色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4.青纺联（枣庄）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5.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司

7.华沃（山东）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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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材科技膜材料（山东）有限公司

（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4 家）

1.枣庄金檀木业有限公司

2.滕州市张汪呱呱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3.山东养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枣庄金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五、安全生产监察支队监督检查企业名单（20 家）

（一）重点监督检查企业（12 家）

随机抽查企业 12 家

（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8 家）

随机抽查企业 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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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安全生产执法局，高建军副厅长，

李国锋局长。

陈平书记，张宏伟市长，孙起生常务副市长，邵士官副

市长，孙永秘书长，丁伟副秘书长。

抄送：各区（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