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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攀应急〔2019〕53 号 

 

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 

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工作，防

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现将《攀枝花市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安

全专项整治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辖区实际，认真落实。 

  

                            

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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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非煤矿攀枝花市非煤矿攀枝花市非煤矿攀枝花市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山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山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山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外包是非煤矿山工程施工作业和技术服务活动的重要形式。

为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

故，特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如下。    

    一一一一、、、、整治目标    

通过督促企业自查自改，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杜绝非法

转包和违法分包，并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落实《非煤矿

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提升全市非煤矿山外包

工程施工作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二二二二、、、、整治对象与范围整治对象与范围整治对象与范围整治对象与范围    

全市所有非煤矿山企业外包施工作业领域的发包单位、承包

单位。在依法批准的矿区范围内，以外包工程的方式从事非煤矿

山勘探、建设、生产、闭坑等工程施工作业活动。 

三三三三、、、、整治重点内容整治重点内容整治重点内容整治重点内容    

（一）安生生产管理协议。    

主要查非煤矿山企业（发包单位）与外包工程实施单位（承

包单位）是否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非煤矿山

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文本格式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一

〔2014〕1 号)要求，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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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查承包单位是否依法取得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许

可范围：采掘施工类），是否满足外包工程资质要求。 注：对

承包大型地下矿山工程和深凹露天、高陡边坡及地质条件复杂的

大型露天矿山工程的相关单位资质，需具备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以上施工资质二级以上施工资质二级以上施工资质二级以上施工资质；对承包中型、小型地下矿山工程以及其他露

天矿山工程的，具备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施工资质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施工资质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施工资质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施工资质；对

承包尾矿库外包工程、金属非金属矿山地质勘探工程的资质等

级，应分别满足《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金属与非金属矿

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 

（三）项目部设置及人员资质。 

主要查承包单位在承揽工程所在地设立的项目部设置是否

符合要求：项目部是否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项目部负责人、安全主管负责人有无承包单位

的任命文件；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文件与负责人员的任命文

件是否正规有效。查项目部人员资质：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有无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资格证书。    承包单位是否向项目所在地县（区）应急管理

（安全监管）局书面报告外包工程概况和本单位资质、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主要安全设施设备情况。 

（四）设备设施情况。 

查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是否经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检

验；查设备设施型号，是否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及工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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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维护保养记录，是否按期进行维护保养；查使用情况，设备能

否正常使用或运行。 

（五）人员培训教育。 

查培训教育制度，发包单位是否将项目部人员培训教育纳入

本单位人员培训管理体系；查培训教育时间，是否按规定学时对

新、老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查培训教育内容，是否按要求进行了

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基本安全知

识等方面的培训；查培训教育登记及考核资料，是否存在未经规

范教育培训而直接上岗的现象。 

（六）安全投入与安全考核。 

查合同或协议，发包单位是否明确安全投入的项目、项目金

额及投入比例，并监督承包单位将各项安全投入落实到位；承包

单位是否按协议将发包单位支付的安全生产费用落实到位、专款

专用；是否明确其用于从业人员工伤保险等项目的具体费用；查

安全管理制度，承包单位是否对其项目部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安

全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发包单位是否

每年对承包单位至少进行一次全面安全生产检查和考核并建立

台账；是否将承包单位项目部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行

检查与考核。 

（七）技术交底相关资料。 

查发包单位是否向承包单位进行了外包工程技术交底，并按

照合同约定向承包单位提供与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相关的勘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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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风险评价、检测检验和应急救援等资料。 

（八）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查制度建设，承包单位是否按要求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制度是否切实可行并及时修订；查台账，是否对施工过程中

排查的隐患进行登记；查报告情况，不能立即整改的事故隐患，

是否及时书面报发包单位协商解决；查治理情况，承包单位是否

按隐患整改“五落实”要求进行有效治理。 

（九）应急预案与演练情况。 

是否按要求制定外包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对外包工程实行总

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督促总承包单位统一组织编制外包工程事

故应急预案；实行分项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承包单位编制的

外包工程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纳入本单位应急预案体系，并定期组

织演练。 

四、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 5 月上旬）。 

全市所有涉及非煤矿山外包的单位均要严格按《非煤矿山外

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开展自查自纠并形成自查报告备

查。承包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县（区）应急管理局报《非煤矿山外

包工程相关情况报告书》（附件 1）。各县（区）局要及时将要

求传达至辖区相关企业，督导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摸清本辖

区非煤矿山外包情况，并于 5 月 15 日前将《非煤矿山外包工程

情况统计表》（附件 2）报市应急管理局汇总。攀钢集团公司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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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所属矿业公司、工程公司等相关单位将《非煤矿山外包工程情

况统计表》报市应急管理局。 

（二）督查整改阶段（5月中下旬）。 

市、县（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检查本辖

区非煤矿山外包施工作业企业自查自纠情况；对未按规定履行主

体责任，自查工作不认真，弄虚作假，或外包施工作业存在非法

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专项整治工作结

束后，请各县（区）局于 5月底简要上报工作情况。 

                五五五五、、、、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摸清底细。 

各县（区）局、非煤矿山企业要充分认识开展外包施工作业专项

整治工作的必要性，全面摸清本辖区外包工程施工作业项目和承

包单位的基本情况，并找准薄弱环节，明确重点监管对象。 

（二）落实主体，强化责任。 

发包、承包单位要严格法律法规和双方的约定，认真履行各

自的职责。发包单位重点要把好承包单位资质审查关，杜绝将工

程外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承包单位，并强化对承包单位的监督检查

和考核工作。承包单位不得非法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并向所在

地县（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工程情况，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三）强化执法，落实责任。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的安全

监管工作。要督促本辖区之外登记注册的承包单位及时向作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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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县（区）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外包工程概况和本单位资质、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主要安全设施

设备等情况，并接受监督检查；要重点检查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签订、承包单位施工资质特别是其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

技术力量配备等情况，对非法转包、违法发包和违法分项发包等

行为，要严格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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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相关情况报告书 

  

  

  

  

  

  

报告单位                         

提交日期                         

工程地点                         

联系人员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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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推荐 

发包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发包工程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工程地点（具体到镇村

以下） 

 合同起止日期  

承包资质及等级  承包性质 

总承包（）/ 

分包（），共  包 

监理单位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资质及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承包单位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工程资质及等级  

安全分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总人数（人）  

承包单位项目部名称  

其中劳务人员（人）  

项目部负责人  企业授权期限  

安全资格期限  是否兼任其他工程项目

部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  特种作业人员数量 （按种类分列） 

专职工程技术人员数量  上年以来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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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清单： 

 

序号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书面报告资料目录 
备注 

1.  

非煤矿山工程发包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探矿权证、爆

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等证照副本复印件 

 

2.  

承包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安全生

产证、设计资质证书、监理资质证书、矿山工程施工

资质证书或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或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承担爆破作业的提供）等相关

证照副本复印件 

 

3.  

承包单位(项目部)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

证、毕业证书等学力证明复印件 

 

4.  
承包单位(项目部)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或任命文件 

 

5.  

与承包矿山工程相适应的矿山安全、采矿、地质、机

电、水文、测量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及其职称和

学历证明复印件 

 

6.  

承包单位(项目部)特种作业人员姓名、工种、有效期限

等目录清单及其操作证复印件 

 

7.  

承包单位（项目部）职工名单和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或者

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等证明材料 

 

8.  

矿山工程合同或地质勘探项目任务批准文件或者合同

书，以及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复印件 

 

9.  
承包单位（项目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10.   
承包单位（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作

业规程、事故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等目录清单 

 

11.  
外包工程涉及主要安全设施设备明细及相应合格证书

复印件 

 

12.  施工方案等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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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19 年  月  日 

序号 

外包工程项目名

称 

合同范

围 

合同金

额 

（万元） 

作业地

点 

合同起

止 

时间 

发包单

位 

联系人

及电话 

承包

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1          

2          

          

          

          

          

          

          

          

          

          

                                                                                                            填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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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4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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