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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科学规范开展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工作，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安全生产

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原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4 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

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

150 号）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 

（三）《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 

（四）《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五）国家和本省其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科学合理安排年度监督检查的范围和数量，增强监督检查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规范安

全生产执法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加大安全生产监

管执法力度，严惩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以执法促进企业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进一步促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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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有

力安全保障。 

三、执法人员数量与工作日测算 

（一）执法人员数量 

区应急管理局（含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以下简称执法

队）现有在编工作人员 13 人，除向外借调人员外，纳入计算的

执法人员 12 人，占全部在编人员的 92.85%，符合安监总政法

〔2017〕150 号文中“县级安全监管部门纳入计算执法人员数量

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 80%”的规定。 

具体人员分布情况如下： 

局领导：3 人， 

应急管理办公室：3 人 

应急指挥中心：2 人 

调查评估和宣教科：2人 

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含安全生产基础科）：2 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3000 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250 日）×纳入计算执法

人员总数（12 人）=3000日 

[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365 日）-双休日（104 日）-

法定节假日（11日）=250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52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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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3000 日）-其他执法工作

日（1159日）-非执法工作日（1320 日）=521个工作日 

（四）其他执法工作日（1159 个工作日） 

按照区应急管理局前 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以下 8 项工作

所占用的工作日安排如下：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318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 60 个工作日；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90个工作日； 

4. 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150 个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156个工作日； 

6. 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 40 个工作

日； 

7.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189 个工作日； 

8. 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

作任务 156个工作日。 

（五）非行政执法工作日（1320 个工作日） 

按照区应急管理局前 3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以下 6 项工作

所占用的工作日安排如下： 

1.机关值班 365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396个工作日； 

3. 参加党群活动 352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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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假、事假 62 个工作日； 

5. 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145 个工作日。 

四、监督检查内容                 

《安全生产法》、《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安

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原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 第 24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

生产、职业健康监督检查重点事项表（2017 版 试行）的通知》

（安监总厅政法〔2017〕90 号）规定的内容。因国家机构改革，

应急管理部门不再承担职业健康监管职责，职业健康监督检查事

项相应不再列入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内容。 

五、监督检查安排 

2021年，区应急管理局计划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76家，

分为重点监督检查和一般监督检查，具体安排如下： 

（一）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区应急管理局计划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60 家，占全

年检查单位任务总量的 90.9%，具体安排如下： 

1.直接监管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计划对纳入区应急管理

局直接监管范围的 49 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式重点监督检

查，每家企业监督检查 1 次，共监督检查 49 家，占直接监管生

产经营单位 100%，具体安排见附件 1。 

2.重点工业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计划对安全生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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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较高的 111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具体安排见附

件 1。 

（二）一般监督检查安排 

区应急管理局计划一般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6 家，占全

年检查单位任务总量的 9.1%，具体安排如下： 

1.“双随机、两公开”监督检查：计划对 8 家生产经营单位

采取“双随机、两公开”抽查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安排见附

件 2。 

2.“四不两直”暗查暗访：计划对 8 家生产经营单位采取“四

不两直”暗查暗访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安排见附件 2。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计划任务。要严格按照年度计划细化分解监

督检查任务，明确监督检查的负责人员，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要加强过程管理，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检查前，要编

制具体的现场检查方案，并归档备查。涉及专业性内容的，可邀

请相关专家参与监督检查，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强化执法

闭环管理，对被责令限期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按规定及时复查，

确保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到位。 

（二）强化严格规范执法。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需要实施行政处罚的，要按照《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安全

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的规定进行查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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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执法，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依法行政，

全面运用湖北省应急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执法系统及时正确制作

执法文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不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三）不断提高执法质量。要健全完善执法台账，规范整理

归档执法文书，及时将相关执法情况录入行政执法直报系统、“互

联网+监管”系统等信息系统。要按照《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规定，认真做好执法结果、执法过程等执法动态信息的

公示。要严格依照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和应急管理部《安

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2020 年版）》相关规定，规范执法的各个

环节，做到程序合法、操作规范、自由裁量权使用得当、文书填

写规范，切实提升执法工作质量。 

附件 1：2021 年重点监督检查安排表 

2：2021 年一般监督检查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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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重点监督检查安排表 

 
一、直接监管企业检查安排（共 49 家） 

检查 

时间 
重点检查单位（对以下企业检查不少于 1 次） 

第一 

季度 

（7家） 

武汉苏泊尔有限公司、刘思远工业气体经营部、武汉润桦辉氧气气瓶

检验有限责任公司汉阳分公司、武汉市汉阳区董家店工业气体经营部、

永丰加油站、仙山加油站、大隆加油站 

第二 

季度 

（6家） 

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烟草民意纸业有限公司、武汉显捷电子

有限公司、孚安特科技有限公司、百威（武汉）啤酒有限公司、黄鹤

楼酒业有限公司 

第三 

季度 

（19家）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里加油站、中石化五里墩

加油站、中石化琴台 1 加油站、中石化月湖桥加油站、中石化捷达加

油站、中石化鹦鹉加油站、中石化曙光加油站、中石化琴台 2加油站、

中石化罗七路加油站、中石化江城东加油站、中石化江城西加油站、

中石油十升加油站、中石化邹家湾加油站、中石化永丰中环加油站、

中石化黄金口加油站、中石化陈家咀加油站、中石化董家店加油站、

中石化快活岭加油站、中石化龙阳湖加油站 

 

第四 

季度 

（17家）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信加油站、中石油汤山加

油站、中石油赫山路加油站、中石油十里铺加油站、中石油鹦鹉加油

站、中石油江堤中路加油站、中石油江城大道加油站、中石油汉江村

加油站、中石油四新南路加油站、中石油四新北路加油站、中石油龙

阳湖东路加油站、中石油麒麟加油站、道达尔石油（武汉）有限公司

马沧湖路交通服务站、道达尔（宏港）站、鸿斌燃料墨水湖油气站、

邓甲加油站、武汉路路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通达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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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工业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安排（共 111 家） 

检查 

时间 
重点检查单位（对以下工业企业检查不少于 1次） 

 

 

第 

一 

季 

度 

（19家） 

武汉圣龙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远大制罐有限公司、武汉宏伟纸箱

包装有限公司、武汉双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家咀分公司、武汉百隆

玛广告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新天源家具、武汉市瑞星全屋定制有

限公司、武汉市富安鸿达包装有限公司、武汉冠香食品有限公司、楚

之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欧乐尔橱柜加工厂、武汉

钠瑞德通风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聂华饰家具加工厂、武

汉市汉阳区欣玲珑致美橱柜加工厂、武汉西米德门窗有限公司、武汉

世纪恒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楚天橱柜加工厂、武汉市

汉阳区金森源木门厂、武汉市汉阳区兴达木制品加工厂（永丰） 

第 

 

二 

 

季 

 

度 

 

（32家） 

武汉市祁万顺酒楼股份有限公司、汉阳区红旗印刷厂、武汉卫民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建桥） 

明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武汉华水升食品有限公司、武汉市笑天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武汉伊思尔橱柜加工厂、汉阳区春风塑料厂、武汉市

富鑫鸿泰包装有限公司、湖北昊可安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武汉胜

辉正鑫建材商贸有限公司、武汉鼎峰居全屋定制有限公司、武汉尚品

木业有限公司(永丰街） 

武汉智虎工贸有限公司、武汉新兴旺塑料制品厂、武汉兴同瑞电气结

构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堤气体有限公司、武汉市佳裕丰厨房设备有限

公司、杭州电斧电器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汉阳区太山印刷厂、武汉

宏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洲头街） 

味好美（武汉）食品有限公司、武汉信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阿

迪克电子有限公司、武汉宝特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日和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武汉市宏昌炉料有限公司、武汉中鹏油脂工业有限公

司、武汉西高电器有限公司、武汉天鸣服饰有限公司（经开管委会） 

安利捷汽车技术（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华红食品有限公司(龙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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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季 

 

度 

 

 

（27家） 

湖北巨森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武汉福达坊食用油有限公司、武汉欣建

桥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罗莎食品有限公司、武汉和平风机有限责

任公司、武汉优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新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武

汉嘉盛包装有限公司（经开管委会） 

海宁皮革城、欧亚达国际家居广场、欧亚达建材家居（龙阳） 

武汉华风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武汉特一名丰电缆有限公司、 

武汉鼎博医疗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宜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武汉

市阿尔法诚品全屋定制有限公司、武汉市鑫玮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金安格印刷技术有限公司、武汉车世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武汉

市汉阳区传金加工厂、武汉万盛印铁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雕艺亚克力

工艺有限公司（永丰） 

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建谊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武汉爱蒂斯家私有限公司、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汉阳

分公司（洲头街）   

 

第 

 

四 

 

季 

 

度 

 

 

（33家） 

武汉市艺茂机械有限公司、武汉天玺妙香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福恒昕

顺包装有限公司、武汉首夏食品有限公司、武汉点雅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依恋秀服饰有限公司、武汉金福星服饰有限公司、艺凡水普刀瓷

砖厂、武汉恒业电器有限公司、武汉金瑞达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武汉

格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武汉阿格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武汉海韵通电

子电器有限公司、武汉密特仪表科技、武汉威瑞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秋叶服饰有限公司、武汉凝璐服饰有限公司、武汉银莱服饰有限

公司、武汉康乐洁纸制品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帝豪床上用品厂、湖

北大圣初味食品有限公司（经开管委会）   

武汉瑞恩精工激光科技应用有限公司、湖北奥格粘胶有限公司、武汉

市奥龙印务包装设计有限公司、武汉博利达包装有限公司、武汉鑫国

茂包装有限公司、武汉二十一世纪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海源木业

有限公司、味美堂柜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华中威特电控设备有限公

司、武汉中村砼制品有限公司、武汉金沙河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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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一般监督检查安排表 
 
一、“双随机”抽查安排 

1—12月“双随机、两公开”专项抽查安排 

抽查频次 每次抽查企业数量（家） 带队领导 

1—3月 2 李汉光 

4—6月 2 宋昌旭 

7—09月 2 吴上文 

10—12月 2 宋昌旭 

二、“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安排 

“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安排 

抽查频次 每次抽查企业数（家） 

1—3月 2 

4—6月 2 

7—09月 2 

10—12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