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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资讯】

——安全生产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
《关于印发 2017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7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

2017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安委〔2017〕1 号），通知

明确了 2017 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思路，部署了工作要点及落

实责任分工方案。链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
工作指南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
和安全准入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

要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

故工作指南》（安委办〔2016〕3 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于 2017

年 2 月 6 日印发《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全面加强安

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17〕

7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七大方面二十

一个角度指引了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的方向。

链接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0257/2017/0221/283443/content_283443.htm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977/2017/0209/282988/content_2829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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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 2017 年
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7 年 2 月 28 日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 2017 年建筑施工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全国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 2017 年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整

治范围包括住房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通知》明确了六个

方面的整治重点，并要求各地可结合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

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增加整治重点。链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
《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知识重点考核内容等的通知 》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规范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管理能力考核，提升基

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业务素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制

定了《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知识重

点考核内容（第一版）》《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知识重点考核内容（第一版）》《危险化学

品安全监管人员提升专业知识培训重点（第一版）》，并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予以印发。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703/t20170303_230843.html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6288/2017/0213/283096/content_283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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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发布《<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 3个
安全技术规范及 4个修改单的公告》

（2017 年第 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条例》的规定，质检总局制定了《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电

梯维护保养规则》《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个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结合实施情况，质检总局对《锅炉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G0001-2012）、《移动式压力容器安

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R0005-2011）、《爆破片装置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TSG ZF003-201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考

核大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批准发

布施行。《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质技监局锅发

〔2001〕57 号）自 2017 年 8 月 1 日废止。链接

新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即将实施

新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2016）

即将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规范规定了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建立、保持与评定的原则和一般要求，以及目标职

责、制度化管理、教育培训、现场管理、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

查治理、应急管理、事故管理和持续改进 8个体系的核心技术要

求。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7/201702/t20170220_483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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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工矿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有关

行业制修订安全生产标准化标准、评定标准，以及对标准化工作

的咨询、服务、评审、科研、管理和规划等。其他企业和生产经

营单位等可参照执行。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
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

环境保护部日前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健

康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环

境与健康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对全国环境与

健康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 5项重点任务。

一是推进调查与监测，包括强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环境与

健康调查，探索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网络。二是强化技术支撑，

包括建立环境与健康基准、标准体系，完善环境与健康信息系统，

推进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三是加大科研力度，包括强化环境基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基

础理论及技术方法研究，开展环境与健康暴露评价、风险评估研

究，开展环境与健康管理政策研究。四是加快制度建设，包括建

立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五是加强宣传教育，

包括开展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和评估，普及环境与健康科学知

识。链接

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702/t20170228_3979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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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
答记者问实录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 3月 9日举行记者会，邀

请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就记者提出的重污染天气、新环保法实施、

环保宣传教育意识培养、生态环境、土壤防治、重污染企业违法

排污等问题进行了答复。链接

环境保护部发布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发布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

法》《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管理办法》《关于核辐

射与电磁辐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进

行修订和整合，制定了新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

办法》，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予以发布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41

号）《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管理办法》（环办〔2010〕

86 号）《关于核辐射与电磁辐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

管理工作的通知》（环科函〔2008〕10 号）同时废止。链接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703/t20170310_402557.htm
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1703/t20170301_397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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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警示】

雾都劫难——1952 年伦敦烟雾事件

1952 年 12 月 4 日至 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

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

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

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大街上的电灯在烟雾中若明若暗，

犹如黑暗中的点点星光。直至 12 月 10 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

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当时，伦敦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许多人出现胸闷、

窒息等不适感，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增加。在大雾持续的 5天时

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达 5000 多人，在大雾过去之

后的两个月内有 8000 多人相继死亡。此次事件被称为“伦敦烟

雾事件”，成为 20 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

图 1 1952 年伦敦街头，即使白天行车，
汽车也需打开车灯，小心翼翼行驶。

图 2 1953 年，在伦敦街头。一位女
士为她的宠物狗带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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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

染造成的苦果。此后，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整治环

境，1956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

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

区。1968 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

图 3 图中白色线为海平面气压等值线（百帕），
彩色表示 500 百帕高度（位势十米）。由图可
见，英国处于地面和高空的高气压控制下。

图 4 工业排放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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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80 年代后，交通

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

抑制私车发展等。经过 50 多年的治理，伦敦终于摘掉了“雾都”

的帽子，城市上空重现蓝天白云。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总包建设的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回用水厂房“10.07”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2014 年 10 月 7 日 19 时 01 分，位于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的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的回用水厂房二楼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 3人死亡（其中 2人当场死亡，1人 3日后因医治无

效死亡），2人重伤，4人轻伤，回用水厂房及厂房内的部分设

备被损毁，直接经济损失约 743.6 万元。经调查认定，中国成达

工程有限公司总包建设的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回用水厂房

“10·07”爆炸事故是一起工业建设项目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调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地下污水总管内的可燃气体

图 5 2012 年 10 月在伦敦市海德公园，一位女
孩在练倒立，伦敦的秋天空气清新、景色优美。

图 6 英国首相卡梅伦骑自行车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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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氢气等由于“烟囱效应”,通过 6 根溢流管反串到正在施

工建设的回用水厂房内。甲烷、氢气等气体密度比空气小，易于

在高处积聚，且回用水车间二楼排风扇未投入使用，窗户一直处

于关闭状态，在相对密闭的厂房内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长时间

积聚并达到爆炸极限。遇当班操作工奉大旭打开二楼照明灯开关

时，开关打火引发气体空间爆炸。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涉及（1）

总承包兼设计单位成达公司未认真履行设计和总包安全生产主

体职责，设计管理、质量管理不严格，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

位；（2）九化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施工质量及安

全管理松懈；（3）十六化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严不细，存在

以下缺陷;（4）科林监理未认真落实监理责任;（5）中恒信达未

严格落实施工质量和安全管理监理责任；（6）东源科技未认真

履行建设单位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7）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

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石化监督站）履行质量监管职

责不到位;（8）乌达区住建局安全管理不到位；（9）乌达区政

府履行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对工业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未做到

全覆盖。

本起事故直接责任人，因其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其他事故责任者及责任单位依据其所负责任的重要程度，均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及经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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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讯】

集团公司安监部赴江西公司开展安全环保检查

2 月 27 日至 3月 3 日，集团公司安监部主任关霖带队赴江

西对中节能环保投资发展（江西）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公司）所

属的鹰潭、安义、宜丰、吉安等四家污水处理厂进行安全环保检

查。江西公司分管安全环保工作的副总经理刘新文以及安监部负

责人陪同检查。

检查期间，关霖主任现场检查了污水处理及污泥处置各环

节、场所，并详细了解了各水厂进水量情况、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污水排放情况以及污泥处置情况等，就做好现场安全管理以及污

水达标排放提出了要求。现场检查结束后，关霖主任与江西公司

陪检同志以及各水厂的员工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关霖主任

听取了各水厂负责人在水厂运行管理、环保验收等工作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难点。关霖主任在总结讲话中鼓励各水厂员工要总结

经验教训，提升自身实力，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努力把水厂运

营好，为守护一方碧水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他提出三点要求，一

图 7 集团公司安监部赴江西公司指导安全环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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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切实做好合法合规性工作，确保安全环保工作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的要求；二是要构建符合企业实际的安全环保制度体系，规

范员工行为规范，保障水厂健康稳定运营；三是要提高当前新形

势下的安全环保意识，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培训

工作。

在江西检查期间，关霖主任对太阳能贵溪项目和中国环保萍

乡项目进行了调研，并从承包商管理、工人安全培训以及现场施

工安全等方面对两家在建项目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两家项目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完成建设工作。

集团公司开展
《基层生产运营企业安全管理手册》试点总结工作

按照《基层生产运营企业安全管理手册》（简称《手册》）

试点推广工作的整体安排，集团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工作组、试

点推广项目组以及各试点单位于 2月底开展试点总结工作。总结

内容涵盖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手册》套用及调整情况、下一步

工作建议等。本次试点推广工作总结由中国安科院负责编制，相

关成果将于 3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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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动态】

建筑节能公司组织开展电气安全专题培训

2 月 10 日，建筑节能公司特别邀请电气工程师在公司本部

会议室组织开展电气安全专题培训。安全工作分管领导主持培

训，运维技术部门负责人、工程管理部各项目管理人员、相关技

术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依据《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等国家标准，结合公司项目现场的用电需要予以开展。

重点讲解了如临时用电与能源站用电安全管理、电气设备安全防

护、接地与防雷、电气事故案例、触电急救等方面的知识，培训

中还着重强调了安全检查时应当格外注意的关键环节。培训后，

公司运维人员、技术人员针对公司能源站多建于地下的情况，如

何做好地下配电室电气安全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通过本次培训，各级项目管理、技术人员的电气安全知识与

管理方法在得到充实和巩固的同时，明确了电气安全检查的重点

方向。培训为日后消除各类电气隐患、保持公司安全形势的持续

良好提供了必要的能力保障。

图 8 建筑节能公司电气安全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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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润达运营公司
实施《烟气污染物排放考核暂行办法》

中国环保着力推动环保排放提标工作，2017 年 4 月起将正

式参照执行欧盟 2000 标准。中国环保润达运营公司保障烟气污

染物排放符合国标、地标和中国环保要求，特制订了《烟气污染

物排放考核暂行办法》（简称《考核办法》），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考核办法》体现了奖惩分明、合理可行的原则，依据各

项标准制定相应的运行管理要求，分解制定了每项目、每月、每

日、每班组的限额，并充分考虑了国标中允许的启停炉及设备故

障的超标次数。同时，本着污染物达标排放不能以牺牲生产及环

保设备为代价的思路，《考核办法》还对锅炉负荷、反应塔出口

烟温等作出规定。

《考核办法》实施一个多月以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烟气排放达标率较 2016 年 12 月大幅提高。目前在正常运行条件

下，两台炉各项目可做到国标达标率 100%，日均值欧标达标率

100%，小时均值欧标达标率 90%以上。同时，考核还为运行管理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确定技改方向和评价技改效果也有参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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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牟平公司
积极开展“学雷锋 树新风”义务环保活动

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营造奉献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体现中央企业“责

任央企，志愿先行”的形象，中国环保牟平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9 日下午，组织公司员工开展了“学雷锋 树新风”义务捡垃圾

环保公益活动，对附近村庄及路边的废弃物进行了清理,途中还

向身边的路人及村民宣传环保理念，活动中大家不怕肮脏，不顾

恶臭，将塑料袋、废纸等生活垃圾一一清除，美化清洁了我们的

环境。

通过此次学雷锋活动，不仅清洁了我们身边的环境，也进一

步增强了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全体员工受到了一次

良好的社会教育。

图 9 “学雷锋 树新风”环保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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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成都公司
举办安全生产外协人员安全培训活动

成都公司于2017年 2月 27日 14:00在多功能厅开展了安全

生产外协人员培训活动。本次培训针对全体外协人员（包括保洁、

班车、保安、厨师以及绿化等的所有员工）。具体培训内容如下：

1、采用集中培训的方式，通过讲解《中环安全禁令宣贯材料》

PPT，使大家牢记九条禁令的具体内容；2、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

使员工更深入了解安全生产禁令；3、通过讲解《员工安全培训》，

使大家掌握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规则，并且了解生活中的安

全小常识，培养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安全防护习惯。

中节能（贵州）建筑能源有限公司
顺利通过“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近日，中节能（贵州）建筑能源有限公司顺利通过了“三标

一体”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并取得相关证书，标志着贵州公司从

此走上标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

图 10 外协人员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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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份开始，贵州公司就正式启动“三标一体”管

理体系认证前期准备工作。三标一体化认证内容包括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以

及 OHSAS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认证。12 月，

贵州公司邀请国内知名认证机构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对公司

进行了“三标一体”检查工作。认证公司在获取了大量文件、资

料、记录、询问交流及现场事实等评审证据的基础上，经过严格

而细致的审核及评定。贵州公司及时对不符合项进行了整改和完

善，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顺利通过了“三标一体”认证。

【环保知识】

大气污染源分类

按污染源发生的类型，可将污染源分成工业污染源、生活污

染源、交通运输源和农业污染源。

（1）工业污染源。工业用燃料燃烧排放废气及工业生产过

图 11 “三标一体”认证审核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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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排气等，如火力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石油炼制厂、钢

铁厂、焦化厂、水泥厂等。

（2）生活污染源。民用生活炉灶和采暖锅炉燃烧煤炭排放

出大量污染物、焚烧生活垃圾产生废气、城市生活垃圾堆放过程

中分解发酵产生污染物。

（3）交通运输源。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主要运输工

具在运行过程中烧煤或石油产生大量的废气。

（4）农业污染源。农业所用燃料燃烧产生废气、某些有毒

农药的挥发、施用氨肥的分解以及养殖业排放的臭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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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杨慧 联系电话：010-62248826）

抄送：集团公司领导，总部各部门，各二级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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