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安委〔2017〕2 号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17 年市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 

项目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安委会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突出以预防为主，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遏制各类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依照《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排查暂行规定》，现就 2017 年攀枝花市重大安全隐患整

治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隐患整治责任单位要按照整改责任、措施、资金、

时限、预案“五到位”的要求完成整治，并于每月 25 日前

向督办单位报送隐患整治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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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隐患整治督办单位要认真履行督办职责，督促各

隐患整治责任单位按照整改措施及时限完成整治任务，并于

每月 26 前向市安委会办公室报送隐患整治进展情况。 

三、市安委会办公室将定期不定期对重大安全隐患整

治项目整治进展情况开展巡查。对因隐患整治不力引发生产

安全事故的，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对

逾期未完成整治的，将依法严肃查处。 

四、欢迎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广大群众监督，并向市

安委会办公室或有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

报安全生产隐患。 

举报电话：12350。 

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安全监管局综合科）联系电话：

5103730，邮箱：1196814259@qq.com。 

 

附件：2017 年攀枝花市重大安全隐患整治项目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 年 3 月 29 日 

 

 

 

 



附件 

2017 年攀枝花市重大安全隐患整治项目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隐患隐患隐患隐患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隐患地点隐患地点隐患地点隐患地点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区区区区））））    

隐患内容简介隐患内容简介隐患内容简介隐患内容简介    监控及整改措施监控及整改措施监控及整改措施监控及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整改时限整改时限整改时限    

预计落实预计落实预计落实预计落实    

治理资金治理资金治理资金治理资金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责任单位责任单位、、、、责责责责

任人及任人及任人及任人及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督办单位及督办单位及督办单位及督办单位及

负负负负责人责人责人责人    

1111 非煤矿山 

攀枝花市东

区银江镇徐

家沟攀枝花

中钛矿业有

限公司徐家

沟铁矿排土

场 

因“9.19”洪灾影响，徐家沟排

土场被冲毁,存在以下安全隐

患：1.矿山露天采场底存在淤积

物、碎石、木料，露天坑有积水；

2.露天采场深部排洪隧洞堵塞；

3.深部排洪隧洞支洞上部河道

淤积；4.矿山采场运输联络道、

排土运输联络道全部冲毁，路面

存在大量淤积物；5.排土场挡渣

坝大部分被损坏；6.排土场排洪

系统、排渗盲沟损毁；7.排土场

的排土边坡被洪水冲毁，形成拉

沟。 

1.清除联络道淤积，复建矿山运输

联络道、排土运输联络道、道路排水边

沟，并将通过高速公路桥墩附近的联络

道进行基础换填，部分区域修建挡墙。

恢复矿山、排土场的内部运输联络道，

并接通外部公路，保证治理的原材料运

输。2.清除露天采场的淤积物、碎石、

木料等，并将露天坑积水排出，使采场

能进行正常废石剥离，以保证灾后治理

矿石原材料供给。3.疏通排土场、采场

深部排洪隧洞，清除隧洞堵塞的淤积物、

碎石等。4.清除深部排洪隧洞支洞上部

河道的淤积物，疏通河道保证正常行洪；

5.修复排土场挡渣坝、并修复排土场损

毁的排土台阶、边坡。6.恢复排土场排

洪设施、排渗设施。7.清除排土场沟心

的淤积物，用块石修复排土场边坡拉沟，

用块石铺填排土场沟心排渗褥垫层，修

建排土场两侧临时排水沟。 

2017 年 7月

底前 

1574 

枝花中钛矿业

有限公司 

 

魏勇

13308148646 

东区人民政府 

 



 

 - 4 - 

2    非煤矿山 

攀枝花市米

易县湾丘乡

黄龙村 5社 

（米易县兴

达矿业有限

公司盐巴坳

碎石矿山高

陡边坡） 

  米易县兴达矿业有限公司

盐巴坳碎石矿山采场因历史原

因形成了高陡边坡，边坡治理过

程中无法形成分置倒排平台，只

能采用放矿道从采场顶部放矿

至底部，然后挖掘机转运，整个

倒运过程安全风险较大，存在人

员、机械高处坠落和边坡垮塌的

风险。 

1.矿山已停产整顿； 

2.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边坡

治理方案，经县安监局组织相关专家审

查同意后，按照方案开展治理； 

3.企业严格按照治理方案对高陡边坡进

行整治，整治完毕经组织验收合格后方

可恢复开采作业； 

4.企业加强对矿山边坡的监测，做好监

测记录。 

2017 年 6月

底前 

240 

米易县兴达矿

业有限公司 

 

张洪兵 

13990690999 

米易县人民政

府 

 

3 道路交通 

攀枝花市仁

和区大龙潭

乡迤资村 

正在施工的道路两侧山体

开挖未放坡，造成直壁高边坡，

未采取支护措施。 

编制边坡治理设计方案，并组织实施。 6 月底前 40 

攀枝花市旺能

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 

左都

18157256417 

仁和区人民政

府 

 

4 渣场 钒钛高新区 

园区综合渣场排水排渗不

畅、监测监控不力、堆排不规范

等。 

1.加强排水排渗设施日常管理，及

时清理沟路、修补裂缝和抽排积水，始

终保持排水排渗通畅，严禁渣场积水；

2.规范倒渣、推渣、摊铺、晾晒、混合、

碾压、堆筑作业，确保渣场面貌有所改

观；3.好渣场监测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与渣场下游单位始终保持有效联络沟通

状态；4.委托专业机构对渣场进行勘察，

量化评估渣场稳定性，分析影响渣场安

全的各种不利因素，制订整改方案并全

面实施整改。 

2017 年 11 月

底前 

300 

重庆竞发物业

（集团）有限

公司攀枝花分

公司 

 

田龙香

13882390986 

钒钛高新区管

委会 



 

 - 5 - 

5 

一般固体

废弃物堆

场 

鼎天渣场 

  1.渣场左侧山体边缘倾倒

大量尾沙；2.渣场内的临时截水

沟设在堆积的松散尾沙坡脚，雨

季时雨水冲刷跛脚，会造成临时

截水沟堵塞；3.渣场初期坝坝面

生长了大量灌木，截水沟、排水

沟堵塞。 

  1.立即停止向渣场内及周边倾倒尾

沙；2.疏通渣场内渣场排洪、排水沟，

并进一步完善排洪排水设施；3.清除渣

场初期坝坝面生长的灌木，疏通截水沟、

排洪沟； 

2017 年 6月

底前 

100 

攀枝花市鼎天

工贸有限公司 

 

王福洋

13540511999 

东区人民政府 

 

6 消防安全 

攀枝花会展

中心 

（市级直

管） 

1.自喷淋和室内消火栓系

统：消防水泵损坏未启用；水泵

接合器管道锈蚀漏水严重未启

用；管路上阀门锈蚀严重，失去

功能；管网管道内壁锈蚀严重，

随时有爆管危险，自喷淋工作时

会堵塞喷头；自喷淋管道采用焊

接；消防水泵的启泵方式不能满

足现行规范要求等。2.室外消火

栓系统管道锈蚀严重，未启用。

3.房顶防排烟风机损坏，玻璃钢

风管损坏，风机电源箱损坏，风

机电源电缆老化等原因，未启

用。4.自动报警控制系统是区域

报警，设备老化损坏严重，且没

有整体联动功能。5.电气火灾是

会展中心的一大危险源，没有电

气火灾自动监控系统。6.应急照

明系统和疏散指示系统应加紧

完善。 

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正压送风系统、室外消火栓系

统和应急照明系统进行修复，确保消防

设施正常运行。 

2017 年 11 月

底前 

150 万 

攀枝花市会展

中心 

 

林如军

13908140534 

市国资委、市

公安局 

7    学校安全 市 16 中 学校操场沉降 修筑操场边坡，控制沉降。 8 月底前 320 

市第16初级中

学校 

黄利超、

13508225495 

东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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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年3月29日印发  

8 特种设备 东区 

余热锅炉因生产原因到期未检

验，易导致事故发生 

监控运行，立即报检 

2017 年 6月

底前 

2.87 

攀钢能动中心 

马吉 

13982376074 

市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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