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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环要闻】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1 月 15 日，辽宁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烷基化装

置在维修过程中发生泄漏爆炸着火事故，造成 13 人死亡、35 人

受伤。2 月 17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了盘锦市人民政府主

要负责人。

约谈要求，辽宁省要依法依规严肃事故查处与责任追究。盘

锦市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压

紧压实责任，推动提升危化品监管合力和系统治理水平；要坚持

底线思维，采取断然措施，组织对化工和危化品企业全面开展安

全大诊断，逐一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控重大风险、遏制重特大

事故；要聚焦重大风险、重大隐患严格监管执法，加强专业监管

能力建设，有效运用社会共治力量，构建安全生产良性局面；要

固化、深化、拓展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风险集中治理

成效，抓好年度重点工作落实，加强节后复工复产和全国两会安

全防范，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链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 月 16 日至 17 日，生态环境部在京召开 2023 年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302/t20230218_4429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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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 2022 年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分析当前面临形势，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任务。

会议确定，2023 年要抓好以下重点任务。一是积极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实践。二是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五是严格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六是依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七是加快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链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法规标准】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

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链接

2.《甘肃省安全生产预警办法》 链接

健康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1.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链接

2.《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链接

3.《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 链接

4.福建省《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链接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2/t20230217_1016682.shtml
http://yjglt.gxzf.gov.cn/xxgk/zcwj/zcwj/t15669681.shtml
http://yjgl.gansu.gov.cn/yjgl/c112897/202301/69905123.shtml
https://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302/t20230202_6094598.html?share_token=B7833BF9-F4BA-44D9-8BFE-CEE819FA211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
https://sthjt.nmg.gov.cn/xxgk/zfxxgk/fdzdgknr/gzxzgfxwx/gz/202301/t20230119_2217687.html
http://sthjt.fujian.gov.cn/zwgk/flfg/202301/t20230116_6095062.htm
http://sthjt.fujian.gov.cn/zwgk/flfg/202301/t20230103_6086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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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替代企业

豁免挥发性有机物末端治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链接

6.《河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 链接

7.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

罚事项清单（第一批）》的通知 链接

8.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有奖举报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链接

9.《云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链接

【他山警示】

国务院安委办 应急管理部

公布一批安全生产行刑衔接典型执法案例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公布一批涉

嫌危险作业罪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等安全生产行刑衔接

典型执法案例。

案例 1：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浙江省永康市消防救援

机构对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停用可燃气体报

警装置等影响安全生产问题，且在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区域内发

现存放有某品牌油漆固化剂 26 桶、清面漆 16 桶等大量油漆和稀

释剂。经鉴定，以上物品均系易燃液体，该公司负责人李某远涉

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规定。

永康市人民法院以危险作业罪判处李某远有期徒刑八个月。

http://xxgk.sdein.gov.cn/zfwj/lhf/202302/t20230207_4240027.html
https://sthjt.henan.gov.cn/2023/02-06/2684323.html
http://sthjt.hunan.gov.cn/sthjt/xxgk/zcfg/gfxwj/202302/t20230209_29242606.html
http://sthjt.gxzf.gov.cn/zfxxgk/zfxxgkgl/fdzdgknr/zcfg/gfxwj/t15813793.shtml
https://sthjt.yn.gov.cn/zcfg/fagui/dffg/202301/t20230106_232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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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021 年 12 月 27 日，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应急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

5 项重大事故隐患，依法责令该公司暂时停产停业。2022 年 1 月

2 日，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该公司在重大事故隐患未整改情

况下，擅自开工生产，且现场使用明火取暖，存在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现实危险。该企业实际控制人吴某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犯危险作业罪，

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

链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行刑衔接

典型执法案例

生态环境部公布第十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优化执法方式领域）

近期，生态环境部公布一批利用自动监控、无人机、热点网

格等多种非现场监管手段，精准发现违法线索，对影响恶劣、后

果严重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严格执法，优化执法方式领域的典型

案例。

案例：浙江省台州市利用多种非现场方式查处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案

2022 年 2 月 23 日，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执法人员通

过自动监控数据平台巡检、大数据分析研判，发现某厂废水自动

监控 pH 值近期出现大幅异常波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突击

检查。抵达现场后，通过无人机对厂区进行高空侦查，一方面准

确定位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位置，另一方面利用热成像功能扫描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302/t20230202_441478.shtml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302/t20230202_4414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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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顶部废气排放和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根据无人机传回画

面兵分两路，一队从正门进入正常检查，另一队从后门直奔污水

处理厂排放口检查。分组开展采样监测，并对污水站运行状况以

及自动监控站房开展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该处理厂废水排放口 pH 自动分析仪被人为

拔出放在边上装满清水的塑料瓢内，废水处理设施末端沉淀池内

有一根自来水管对废水进行稀释，加药桶未在加药。经现场监测，

沉淀池、排放口处 pH 值均超标，而塑料瓢内清水的 pH 值为达标，

该行为涉嫌自动监控数据弄虚作假。同时发现，废气处理设施第

一级喷淋塔配套的水箱已干，未在喷淋，第二级喷淋塔正常运行，

该行为涉嫌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处理厂处 32.4

万元罚款，并将相关负责人移送公安机关。

链接：生态环境部公布第十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优化

执法方式领域）

【子公司动态】

风电公司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2 月 7 日，风电公司在京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议暨

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回顾了 2022 年安全环保工作

开展情况，全面部署 2023 年安全环保重点工作。风电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211/t20221130_1006493.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211/t20221130_1006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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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要求，2023 年风电公司安全环保工作要聚焦“七个突出”

抓好各项工作。一是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

安全环保履职考核机制。二是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及重大风险防

控，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整治和技术监督工作。三是要突

出抓好基层基础能力提升，持续加强一线基层人员安全能力培训

和基层班组安全能力建设。四是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

创建，进一步完善安全标准化核心要素。五是要突出抓好安全生

产投入的规范提取与使用保障安全费用投入与使用符合规定要

求。六是要突出抓好建设项目、运营项目合规性管理，持续加强

危险废弃物处置、危废仓库建设和职业病危害管理工作。七是要

突出抓好建设项目安全风险管控，切实做好建设项目安全监管的

责任与落实。

中国启源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2 月 7 日，中国启源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暨安委会

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和集团公

司 2023 年安全环保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公司 2022 年安全环保工

作，客观分析面临的形势，安排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中国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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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郝小更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郝小更指出，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落地实施的攻坚之年，也是集

团党委确定的“能力提升年”，公司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分析和

研判当前内外部形势，认清安全环保工作的重要性，时刻保持紧

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要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创新作为。他

强调，公司总部各部门和各经营单位要全方位加强能力建设，找

差距、补短板、强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计划和落实举措。

要统筹做好公司发展和风险防控工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环保全力保障开年安全环保形势稳定

中国环保将安全环保工作作为 2023 年“开年第一件事”，

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康上班伊始立刻进行部署安排。周康以盘锦

化工厂“1·15 爆炸事故”案例，警示各下属单位安全环保第一

责任人，要求落实落细复工安全保障措施，迅速开展综合监督检

查；按照“领导全员、两基三化”的安环年度工作目标，压实全

员安全环保职责，强化提升安环基层基础工作；各级负责人率先

垂范，践行个人行动计划，营造良好安全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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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至2月19日，中国环保成立8个联合检查组，奔赴各地

项目现场，对26家下属单位开展春节后复工和综合督导检查，部

分项目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并增加员工座谈环节，收集对基

层企业对本部安全环保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为优化年度安环工

作提供第一手资料。安全环保工作永远在路上，新的一年，中国

环保将继续秉承“从零开始、向零奋斗”的安全环保工作理念，

紧抓全员安全环保责任制，夯实现场安环管理基础和本质安环水

平，全力确保全年度安全形势稳定。

中环水务检查指导绥芬河项目公司节后安全环保工作

2 月 16 日、17 日，中环水务党委书记、总经理彭云清赴绥

芬河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和绥芬河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检查指

导节后安全环保工作。

彭云清听取了两家公司生产运营情况汇报，对绥芬河中环五

花山水库、第三净水厂以及绥芬河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实地考察，

详细了解应急抢险物资储备、进出水水质监测、厂区值班值守和

重要设施运行等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提出整改意见。



10

彭云清指出，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绥芬河作为边境口

岸城市，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时刻守住安全环保这条底线：一是

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环保责任，加强日常管

理；二是进一步夯实安全环保工作基础，完善相关制度和操作规

程，加强厂区重点区域、重要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辨识及隐患排

查治理；三是加强各部门协同联动和信息互通，共创企业安全环

保文化；四是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强化应急值守，遇有重

要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坚决杜绝事故事件的发生；五是净水

厂要确保完成高峰期城区供水任务，实现安全可靠稳定供水；六

是污水厂要防止因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而被环保处罚，确保水

质达标、稳定排放。

太阳能公司开展岁末年初重大

安全环保隐患专项检查

太阳能公司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成效和太

阳能公司安全环保检查有关工作安排，组织开展重大安全环保隐

患专项整治工作。由太阳能公司统筹，各大区、镇江公司领导班

子亲自带队，深入现场一线，严格按照岗位责任要求开展大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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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保检查工作。太阳能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杨忠绪亲自带

队至华南区关岭项目进行安全检查。

杨忠绪在项目现场对华南区安全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要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报告中提出的绿色低碳的重

大意义，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转化为

工作动力和发展成效。二是要强化安全管理，推动风险管控贯穿

于市场开发、基建建设、运维生产、安全管理全过程，夯实高质

量发展根基；三是要继续严把质量关口，强化工程建设质量，各

项施工监管要做到实、细、精，以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毅力和克服

困难勇担当的态度全力推动项目圆满落地。四是要树牢安全生产

意识，做好安全生产及能源保供工作，抓实、抓牢、抓细日常安

全生产和日常运维管理工作，强化基建现场安全管理和外包工程

管理，严防人身和设备事故发生。

中节能铁汉推进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2 月 1 日，中节能铁汉公司安全环保与工程管理部以“现场+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2023 年春节后安全环保暨复工复产部署会。

公司高级副总裁、安全总监黄智、安环管理人员、各经济实体安

环管理人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通报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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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环考评结果及 2023 年各经济实体安环考评要求，部署复工

复产安环管理工作要求，各经济实体交流了复工复产安排和措施

及 2023 年度重点安环工作计划。

会后，各项目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纷纷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

议，制定复工安全生产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确

保有序复工；复工前组织全员安全生产培训，落实“三级教育培

训”，特别加强对新进员工和转岗员工的安全培训，确保“不培

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开展复工前隐患排查，查思想

状况、查培训交底、查安全措施、查安全记录、查违章作业，切

实消除作业现场隐患。盯紧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要环节、重

大隐患以及风险高、隐患多的点，特别是排查基坑、脚手架、模

板、高边坡、暗挖、消防等易造成群死群伤的点，以及污水运营

设备和特种设备，严禁设备“带病”运行。

中国地质召开 2023 年春季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

2 月 7 日下午，中国地质召开 2023 年春季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顾小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春节长假后复工复产历来是安全生产事故易发、

多发、高发时段，做好这个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尤为重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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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不仅是一项头等

大事，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公司上下必须认清当前安全

生产严峻形势，深刻认识到始终存在的高强度安全生产压力，认

真吸取复工期间各类事故教训，牢固树立“生命红线观”和“安

全生产效益观”，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深抓实抓出成效，坚决

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中国地质安全生产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

会上顾小军就进一步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五项要

求：一是要凝聚共识、警钟长鸣，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二是要突出重点、聚焦短板，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整改；三是要加强培训，提高认识，坚决守好安全生

产前沿阵地；四是要压实责任，群策群力，齐心筑牢安全生产坚

实防线；五是要强化值守，备勤到位，全力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

对处置工作。

中节能实业下属建设项目荣获 2022 年度省“优秀平安工地”

近期，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 2022 年度省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优秀平安工地”名单，中节能·太湖首座

项目荣获 2022 年度省“优秀平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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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以来，湖州科技城公司创新实施以“红、绿、蓝、

青、金” 五种颜色为主题的“五色工地”建设，积极打造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红色”党建构筑阵地堡垒，通过“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党课等活动，将安全环保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

“绿色”施工严守环保底线，在施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蓝色”智慧提升监管效能，项目通

过“智慧工地”管控一体化平台，逐步实现质量、安全、进度、

扬尘、人员等管理全覆盖和统计分析、政府监管、协同执法等功

能。“青色”廉政保障廉洁共筑，项目全面推进廉洁文化进工地，

联合参建单位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廉洁专题党课，构建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共筑廉洁防线。“金色”质量树立品质标杆，

紧抓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不松懈，积极打造“品质、安全、绿色、

共享、智慧”的示范工程。

抄送：集团公司董事会，集团公司领导。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3 年 3月 8 日印发


	【安环要闻】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月16日至17日，生态环境部在京召开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法规标准】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2.《甘肃省安全生产预警办法》 
	健康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2.《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3.《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 
	4.福建省《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5.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替代企业豁免挥发性有机物末端治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
	6.《河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 
	7.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罚事项清单（第一批）》的通知 

	8.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他山警示】

	国务院安委办 应急管理部
	公布一批安全生产行刑衔接典型执法案例
	生态环境部公布第十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优化执法方式领域）
	【子公司动态】

	风电公司召开2023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中国启源召开2023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中国环保全力保障开年安全环保形势稳定
	中环水务检查指导绥芬河项目公司节后安全环保工作
	太阳能公司开展岁末年初重大
	安全环保隐患专项检查 
	中节能铁汉推进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中国地质召开2023年春季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
	中节能实业下属建设项目荣获2022年度省“优秀平安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