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 jiang Jin yun Xin da Construct Engineering Ltd.

              公司简介

   缙云县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8月从原浙江省缙云县矿山建设工

程公司转制而成的一家综合性的施工企业。公司现有资质房屋建筑总承包贰级，矿

山、市政总承包叁级，爆破施工设计、安全监理叁级。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018万

元，净资产4516万元；机械总台数212台，机械设备原值4076万元，净值为2385万

元，总功率5500kw，动力装备率9kv/人，技术装备率2.86万元/人；其中爆破作业专

业使用的机械设备，原值669万元，净值337万元；有外国进口英格索兰液压自动潜

孔钻2台，测距仪、测振仪等设备齐全。

   公司广招人才，现有工程技术人员127人（学科齐全），高工有7人，工程师有41

人，初级79人，其中具有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高级3人、中级6人、初级21人，基本满

足作业点对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

   30年前，我们公司进驻央企江铜集团公司矿山,开始学会先进爆破技术，领先采

用塑料导爆管雷管分段延时技术。公司曾承揽施工有：德兴铜矿三期供排水地下隧

道工程爆破作业；德兴银山矿2#竖井延伸及3#竖井掘进爆破；德兴银山矿九区露天

基建硐室一次炸药量220t大爆破和露天采矿场中深孔爆破干了16年，深受业主好

评。

   2003年回浙江本土截止至今，我公司完成了大小近五百项爆破工程，其中有60项

D级、40个C级爆破项目，完成了2个（联合体）B级岩土爆破项目及参与过一个A级拆

除爆破，每项工程保质保量，平安完成。

   由于公司一贯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十六字方针。所以虽然

本公司从事矿山、建筑、爆破等高危作业，但三十年来平安无事故，连续荣获市建

筑业先进单位。

缙云县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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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省道缙云县潜陈至壶镇段改建
         工程第2标段

 新建衢宁铁路浙江段（III标）
      工程（松阳段）

五云街道等乡镇废弃矿井治理工程

仙都风景区西入口山体排险及零碎土石方

      丽水市莲都区太平
普通建筑石料矿开采爆破工程

缙云县看守所、拘留所新址场平爆破

 缙云县东渡镇金坑普通建筑用石料
 （凝灰岩）矿—基建期及场地平整

浙江泓盛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土石方开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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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治安支队开展全市民用爆炸物品
    从业单位安全管理诚信等级复评工作

   根据《丽水市2017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

任制考核办法》文件要求，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抽调各地民爆专管民警和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

专家组专家，在2017年8月7日至11日期间，对全

市现有的37家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本市27

家、外地10家），开展安全管理诚信等级复评工

作。

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召开第五次理事长办公会议

   2017年5月23日上午，在丽水市公安局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第五次理事长办

公会议。会议对外地爆破企业资质备案、目前爆破作业现场存在的问题和下步的应对措施，以及安

全诚信企业复评的情况开展了谈论。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周军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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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组织召开爆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爆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

2017年4月26日，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

长周军，主持召开了爆破作业安全监管工作座谈

会，参加会议的有：市治安支队危管大队长叶

磊、莲都区治安管理中心副大队长黄旭、民警陈

官泰，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专家：章福全、黄焕

明、田立中，爆协戴建毅、王艺凯，会议还特邀

请了爆破作业单位代表：龙泉市安信零星爆破服

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金龙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了对龙泉“4.14”中铁隧道集

团有限公司衢宁铁路浙江段（IV标）项目经理部

二分部查田大桥桩井爆破造成1人死亡事故的直

接责任人赵某某采取刑事措施（男，33岁，福建

省闽清县，现场施工协作队伍负责人），行政拘

留5人，并对企业罚款50万元的处罚决定。接着

就如何加强对外地爆破作业单位资质备案管理工

作、如何开展全市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安全管

理诚信等级复评工作、如何认定爆破施工分包再

分包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分析和研究。

   会议提出：⑴ 对《关于进一步规范爆破作业

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丽公通字〔2011〕2号文

件进行补充完善，进一步加强资质管理工作。

⑵ 将《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的要

求，纳入丽水市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安全管理

诚信等级评估考核内容。⑶ 各爆破作业单位要

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爆破作业现场

管理；各县（市、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和

各辖区派出所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爆破作业单位

的安全检查，要严格证照管理，凡是证照不全、

“一人三员“没有持证上岗的，一律不准进行爆

破作业，特别要加强爆破环节和交叉作业的安全

监管。

   从本周开始，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将对青

田、龙泉、松阳、遂昌作重点检查。

落实爆破作业安全责任，确保平安施工
        —缙云鑫达公司安全生产月小结

   为了贯彻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这一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缙云县鑫达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全体爆破作业人员进行宣

传，对各个作业点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我公司在全市二十多个作业点，通过召开安

全生产会议，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邀请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专管员上课），悬挂安全生产警示牌，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多种安全生产月活动。公

司累计悬挂警示牌56幅、各类宣传标语38条、到

作业点召开安全生产会议25次、参加学习人员



                                                                                    丽水工程爆破工 作 动 态

4/ 2017年第二期

221人、受教育率达98%；处罚三违人员五名，

罚款800元；做到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在广大人员之中掀起强烈反响、宣传效果明

显、安全生产理念以人为本进一步深入人心。特

别是缙云县大源镇庙下萤石矿矿山爆破组在技术

员田伟恭带领下，举行了炮烟中毒应急救援演

练，邀请矿山业主、公司领导三方参与。

   1、演练前召开现场班前会，详细讲解预案：

a、怎样搬运闭气人员，b、怎样防止事故扩大

c、怎样进行人工呼吸。

   2、演练开始：a、演练人员用水打湿毛巾唔

住嘴巴冲进事故现场将闭气人员背出平放在通风

良好地点，并进行人工呼吸。b、工作面马上通

高压风。C、将民爆器材由有资质人员搬运到安

全地点，并负责把守。d、使工作面空气达到要

求，可以进行工作

   3、演练结束。参与各方人员对这次演练进行

了评价，一致认为活动开展成功，不但有利于切

实提升作业人员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能

力，且进一步完善了应急机制，特别是补充完善

了地下矿山爆破炮烟中毒应急措施，应急演练效

果显著。

   在安全生产活动月期间，各爆破作业点每天

让安全员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项目技

术员负责检查，公司还组成督导检查组，每月

一至二次到现场检查，对远在的遂昌县黄沙腰内

久尖萤石矿，距离缙云县约200多公里同样进行

检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针对作

业中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及时督促作业点技术员和

安全员定时、定措施进行整改。将安全生产责任

及整改事项落实到人，确保安全生产工作顺利进

行。

   安全生产月活动年年开展，是上级对企业部

门关怀，是党和国家对企业重视。我们公司借此

东风把安全生产月要抓的工作内容固定下来变成

常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南，落实爆破作业责任

制，落实企业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按要求一年

抓到头，深入每个作业人员心里。大家重视安全

意识自觉执行安全生产现行制度，自觉遵守爆破

作业技术规程及民爆物品管理条例，才能确保安

全。企业兴旺，家庭幸福。

     作者：田立中  田瑞华  卢更清

实施安全诚信管理，夯实企业安全基础

   2017年8月7日下午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

支队长周军带领云和、松阳、遂昌、开发区治安

大队的民爆业务骨干民警及市爆破行业协会专家

一行到我公司进行安全管理诚信等级评定，考核

组首先来到公司召开碰头会议，然后兵分两路，

一路在会议室检查安全台账原件，一路到仓库现

场查看视频监控录像、实地核实库存，就考核表

的共性项目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度规程、隐

——青田县物华民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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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来丽水学习交流民爆物品管理工作

   2017年5月4日，衢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

严小青一行来丽学习交流民爆物品管理工作，实

地走访民爆企业，座谈交流民爆物品管理工作经

验，探讨研究工作思路。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及莲都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陪同。

患排查教育培训、安全文化等14项50分，分类项

目即民爆物品销售购买储存35分进行认真细致的

核对查看，经过半天的考核，考核组对于公司今

年来的安全管理工作给于充分肯定，同时对仓

库的库存流向登记、巡逻等提出规范意见。通过

安全生产诚信管理评定，促进我公司遵守社会公

德、诚信经营，使公司的安全条件、安全投入、

安全权益、安全教育和培训、隐患治理、应急管

理等法定责任得到有效落实，有效预防和减少企

业生产安全事故，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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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隐患—集中销毁废旧炮弹和废弃爆破器材

   为了确保全市范围内收缴的废旧炮弹和废弃

爆破器材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衢州市公安局组织了一次集中销毁行动。本次

待销毁的爆炸物品有：废旧炮弹11枚、手榴弹3

枚、手雷2枚、自制鱼雷556枚、反坦克地雷1枚

以及衢州市民爆公司仓库存放的各个零散工地退

库的废弃爆破器材：炸药43.8公斤、导爆管雷管

5384发、电雷管2018发、导爆管1440米、导火索

1500米、导爆索130米。

   待销毁的废旧炮弹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遗留下来的，由于年代久远、锈蚀严重，稳定性

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因此，衢州市公安局领

导高度重视，特委托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制订了详实可靠的销毁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并

组织实施。

废旧炮弹、反坦克地雷

自制鱼雷

施工前技术交底

公安机关现场指导施工

起爆瞬间

   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后，2017年7月7日上

午，全市各区、县收缴的废旧炮弹及废弃爆破器

材集中到衢州市一大型矿山的销毁地点，我公

司组织了包括技术员、爆破员、安全员和保管员

在内的10多名爆破专业人员组成的强有力的销毁

施工队伍，根据销毁实施方案的要求，进行了炮

弹布置、诱爆药包敷设、起爆网路联接和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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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后检查

护等工作，并于11时20分，在总指挥的起爆倒计

时“5、4、3、2、1”后伴随着数道火光和“轰

隆”闷响，完成爆炸销毁工作。爆破后，经现场

地毯式检查，确认所有炮弹和废弃爆破器材彻底

销毁完成，销毁工作圆满结束。

（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通讯员：周珉）

贯彻文件迅速，安全检查全面

   根据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丽水爆协

（2017）第7号〕通知要求，龙泉市安信爆破公

司对照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关于2017年丽水

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治安管理子方案》的

部署，结合本公司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安

排，迅速全面开展了爆破作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首先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

组，由总经理亲自担任组长，印发了〔龙安信

（2017）第10号〕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

知发至各科室和驻点班组。领导小组下设二个检

查组，分别对衢宁铁路三标一、二分部驻点班组

及零星作业点进行全面地毯式安全大检查。

   其次，对照上级要求，公司突出强调了四个

方面检查内容：（1）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制

度落实执行情况；（2）爆破作业安全规程、十

项规定执行情况；（3）储存库（临时发放站）

安全防范及爆炸物品流向登记制度执行情况；

（4）安全风险管控，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

   其三，要求各分管领导根据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亲自协调、亲自

研究、亲自督办，带头深入一线加强指导检查并

周密安排、明确责任、细化措施、认真检查、切

实把各项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龙泉市安信零星爆破服务有限公司）

←接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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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元县安顺民爆服务有限公司
开展2017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提高全员安全素质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全

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题，开展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提高职工安全素养，确保

公司安全生产稳定。庆元县安顺民爆服务有限公

司组织一系列安全活动，各部门积极参与。

    2017年5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安全

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部署动员

会。由公司总经理张成海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和确定活动

委员会及人员的安排。

   2017年6月6日，公司仓库负责人吴建隆对仓

库全体员工进行培训学习《安全生产法》和《爆

破安全规程》等，并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标

语，营造“安全生产月”活动气氛。

  2017年6月9日，公司仓库负责人吴建隆对仓库

账目及实物进行核查，并对仓库进行全面隐患排

查。

    在活动月期间，公司全体员工还举行了安全

生产知识竞赛、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应急预案演

练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提高了全体员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

识。

    安全靠什么？安全靠责任心，只有强化安全

意识，增强责任心，安全生产才不受威胁；只有

增强责任心，安全才有保障，生命才会美丽；只

有绷紧弦、筑好堤、尽到责。从年初开始就抓安

全不放松，以落实措施、消除隐患为重点，做到

防微杜渐，警钟常鸣，才能全力确保企业的安全

生产，才能使企业的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才能

实现全年的各项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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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利民化工有限公司
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今年6月份以来，为积极响应行业标准化建设

工作，公司开展了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动员

大会，根据“大力推行标准化，深入落实责任

制”的主题精神，对管理人员进行了宣贯培训，

拉开了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帷幕。为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顺利完成标准化复评

考核工作，公司成立了标准化自查“资料组”和

“现场组”，分别负责健全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文件和完善现场标准化建设工作。 

   公司主要从管理制度标准化、岗位责任标准

化、作业现场标准化和设备维护标准化等几方面

展开工作，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企业考核评分

细则”实施。资料组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工作行为

准则、检查制度和标准、考核奖惩办法，建立健

全了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安全生产监督体系，获

取识别了最新发布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做到组

织落实、措施落实、检查落实、考核落实，实现

了文件程序化管理；现场组深入生产区及总库区

开展现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一步规范了作业

现场的标准化管理，严抓设备设施检修、保养工

作，规范了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行为，实现了现场

作业的规范化。

   8月初，公司开展了首次标准化自查整改会

议，会上各部门对自查的问题进行了汇报，通过

各部门相互探讨，给出整改方案，将需要整改的

项目进行了责任分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落实到

位。8月中旬，公司对标准化自查整改工作进行

了二次会议，会上各部门对整改工作进行了总结

汇报，公司领导在肯定了各部门现阶段的标准化

工作同时，也提出进一步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具体

要求。

   接下来公司将进一步按照行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考评要求，大力推行“抓安全、保质量、创效

益”发展思路，积极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确

保顺利通过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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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主题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广泛开展
     ——龙泉市安信爆破公司2017年“安全生产月”侧记

   龙泉市安信爆破公司结合爆破行业特点和公

司实际情况，紧扣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

题，精心策划组织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广

泛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切实加强领导，紧扣活动主题

   为了加强对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统一

组织和领导，切实有序推进公司“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首先，公司成立了

“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把手亲自挂

帅担任组长，主管安全副总担任副组长，办公

室、安保部、财务及驻铁路三标一、二分部主

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便于总体安排落实各

项活动和内容的落实。并确立专门活动联络员，

负责统计汇总活动情况。其次，根据今年“活动

月”的主题——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同时考虑公司今年驻点人员比较多，爆破工

程点比较分散这一特点，决定将宣传月活动的重

心向基层一线倾斜，确保一线人员受教育率达到

百分之百。

    二、周密有序推进，形式多样并举

   为了使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搞得有声有

色，虚实结合，取得实效，公司精心策划，采取

了讲座与观看相结合；自学与竞赛相结合；自查

与抽查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等多种形式；

紧紧围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

一主题,自上而下,全方位展开活动月宣传教育。

   （1）广泛宣讲，正面灌输：主要由办公室确

定人员，对中央有关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及“全面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行全面宣传讲

座。从公司总部至爆破作业驻点进行巡回宣讲，

共举行了八场讲座，受教育人员达到二百五十余

人次。

  （2）送画下点，参加咨询：公司组织两组人

员发送“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画至各爆破作业

驻点进行张贴，共分发张贴百余幅宣传画，营

造安全生产氛围，推进争创“安全文明”工地工

作。“安全生产月”咨询日，公司组织管理人员

和零星作业人员冒雨参加了全市“安全生产月”

咨询日活动，并参加现场知识抽奖竞赛，使每位

参加员工深受一次生动的安全教育。

（3）精心选题，有奖竞赛：“安全生产月”月

初，公司安保部根据中央、国务院有关安全生产

的文件及安全生产法，同时结合爆破作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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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一线、克服万难、排除险情
           （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通讯员：周珉）

   近期受梅雨带影响，浙江省普降大雨，衢州

市成为降雨重灾区之一。2017年6月25日上午9时

30分，江山市上余镇突发险情，沪昆铁路江山港

大桥桥墩一角被洪水冲毁，防洪堤坝被摧毁100

余米，沪昆铁路货运线路停止通行，客运线路单

线通行，现场情况十分严峻。

   6月26日上午，该铁路桥0号桥墩护坡缺口进

法规、行业标准及爆破知识，精选了一百个试

题，印发至员工进行自学。下旬，公司财务部统

一购买纪念品和奖品。竞赛采取每人必答和抢答

二种形式进行，竞赛结束后，公司领导对获得前

三名给予奖励。

（4）深入一线、开展排查：为了把“安全生产

月”活动落到实处，公司月初组织两组人员对全

部爆破作业点进行了地毯式的隐患大排查，查出

安全隐患18处，当场整改12处，限期整改6处。

月底，公司再次组织人员巡回复查，限期整改6

处已整改到位。真正使“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声

有色，虚实结合。

一步加大，经过多番抢修，河水还是猛烈地冲击

沪昆铁路江山港大桥桥墩，形势严峻，衢州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公安部门立即组织爆破专家赶

到江山市上余镇，对该处堤坝尽快实施爆破引

流，保证铁路抢修。与此同时，衢州市公安局治

安支队在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衢州市内多家爆

破企业的技术人员赶赴现场指挥。

（5）结合实际，组织演练：应急演练是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本次“安全生产月”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根据爆破作业特点及公

司自有仓库的实际，分别组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和仓库消防应急救援演练，公司应急小组全体人

员参加了二次演练活动。通过演练，提高了公司

应急救援的实践经验和突发事故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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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二次爆破和平堰西部的180个炮孔钻孔完

毕，312公斤炸药、500发雷管、1500米导爆管全

部安装到位，并准时起爆。至此，与洪水赛跑的

36小时紧急爆破行动彻底打开了引流缺口，为铁

路桥墩加固抢修赢得了宝贵时间。

   抗洪抢险就是一场战斗，它不仅考验了浙江

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战斗”的水平和能力，

更考验了我们敢于“战斗”的勇气和信念，面对

险情我们没有选择畏缩不前，而是直面险情、勇

往直前、勇于担当。风雨交加的现场，水流湍急

的河道，泥泞不堪的地面，在作业环境如此恶劣

的情况下，我们一线的抗险人员充分诠释了奋不

顾身、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此次危

机从开始到化险为夷，离不开现场每一位参与人

员的坚守和付出。

   6月27日凌晨，第一次爆破和平堰东部的320

个炮孔钻孔完毕，408公斤炸药、500发雷管、

2000米导爆管全部安装到位；上午8点整，准时

进行第一次爆破作业。爆破后，指挥部立即召开

现场办公会议，评估爆破效果，并部署第二次

爆破工作。6月27日17点45分，在多方共同努力

   6月26日9时30分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接到衢州市治安支队抢险指令后，立即响应，组

织衢州分公司精干技术人员及爆破作业人员赶赴

抢险现场。冒着暴雨仔细察看险情后，立即与其

他参与抢险的爆破企业一起制定爆破方案，在决

定采取“二次”（第一次是对和平堰东部段42米

斜坡坝进行爆破引流；第二次是对和平堰西部60

米长坝进行爆破引流）爆破的方式进行卸洪排险

的爆破方案后，我公司立即组织人员、调集设备

进行钻孔作业。

松阳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争创安全管理诚信A级企业

   2017年8月9日，由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

副支队长周声波带领的考核检查组，对松阳县

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开展了民爆物品从

业单位管理诚信等级复评考核检查。本次复评工

作，采用企业自评打分和公安部门考核检查打分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组以公安机关监管民爆

行业的标准，对销售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

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和治理等十六

个方面进行了考核，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仓库现

场检查、观看视频等方法，予以评估打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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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俭到青田县督导检查“两会”安保
    2017年3月9日，丽水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诸葛俭一行到青田县，督导检查全国“两会”

安保工作。先后到鹤城派出所、物华民爆仓库，实地检查精神病人管控、信访重点人稳控、民爆物

资安全管理等基础管控工作，查阅检查派出所基础管理台账，现场解决落实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并

对进一步做好基础管控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青田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颜华荣，市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陪同检查。

诸葛俭到青田县调研指导工作
   2017年7月20至21日，丽水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诸葛俭到青田县检查指导工作。实地深入

腊口派出所看望慰问一线执勤民警，听取腊口派出所"最多跑一次"工作汇报，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

议。

    期间，诸葛俭一行还到到青田县祯埠乡锦水下寮抢险救灾爆破工程点开展夏季安全生产检查。

    青田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颜华荣，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陪同。

评结果，由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统一公布。此

次复评，如果得分60—79分的，将被确定为不规

范企业，列入县级以上挂牌督办重大隐患整改企

业进行管理。因此，我公司对此次复评工作非常

←接上一页
重视，总经理周芳增亲自检查档案资料，查漏补

缺。我公司有信心得分在90分以上，可以被评为

规范化企业，实现争创安全管理诚信A级企业。

（松阳县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吴关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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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支队组织开展枪支、民爆物品、危化
          物品管理现场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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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6日，丽

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

队长周军带队，再次对各

县（市、区）岁末年初枪

爆物品和寄递三个百分百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突击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督促整改落实。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迅速落实公安部加强

枪支、民爆物品、危化物品管理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根据丽水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卫中强指

示，2017年1月5日至6日，治安支队会同督察支

队分成四组，分赴莲都、青田、缙云、遂昌等地

开展现场督查，发现隐患一律要求在下周一前完

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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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6日，丽水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支队长陈丰带队赴遂昌

检查涉爆作业点和储存库的治安

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发

放整改督办单，并责令相关单位

限期整改。期间，治安支队还到

遂昌金竹开展了治水工作。

治安支队检查涉爆作业单位治安安全隐患

←接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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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支队“三严”措施
                强化夏季爆破作业管理

   2017年7月12日，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

队长周军、危管大队大队长叶磊，莲都分局治安

管理中心副大队长黄旭、民警陈官泰，冒着40℃

的高温酷暑，攀爬1个小时，到达莲都区联城镇

朱玄村山顶上，对丽水海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

包的万象-松阳输变电线路的铁塔8号塔基坑井爆

破现场进行飞行检查时，发现无民爆物品领取登

记记录、装卸和接收民爆物品未远离民宅人口稠

密区、未设置警戒线或红旗或警标等警戒标志、

装药警戒区内发现一名男民工携带打火机抽烟等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目前交由莲都分局治安管理

中心调查处理。

   以上是滚动式督查中的一次出击，为全力消

除夏季爆破作业安全隐患，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紧紧围绕“严督、严防、严惩”三项措施，采

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

接待，直插现场，组织警力到偏远爆破作业点飞

行检查，实现高温季节爆破作业项目“零事故”

安全生产目标，坚决做到“不流失、不炸响、不

打响”， 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一、坚持“严督”除隐患。2017年2月至7

   2017年7月24日，为贯彻落实公安部易制爆

化学品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丽水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支队长陈丰带队，分两组到开发区、

莲都区抽查易制爆化学品经营使用企业开展易制

治安支队开展易制爆化学品检查

爆化学品检查，当场查处不如实记录流向登记、

不落实5日内交易备案制度企业两家，并下发处

罚建议督办单，目前已交由开发区分局和莲都分 局调查处理。



丽水工程爆破                                                                   行 业 监 管

2017年第二期 /17

月，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通过无事先通知的

“飞行检查”方式，对全市爆破作业点实行各区

县滚动式督查，重点查看衢宁铁路等重点项目的

民爆物品存放点“人防、物防、技防”运行情

况；督促涉爆单位、企业制定严密的爆破作业流

程并全程录像，重点规范“小、散、远、险”特

点的爆破作业点“一人三员”规范操作民爆物品

的配送、接收、领取、发放、使用、清退环节，

真正做到账目清、流向明。上半年，对检查发现

的隐患，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下达《危爆物品

问题督办单》6件，通报督办民爆隐患51处，督

促整改和行政立案处罚，并在公安内网和爆破协

会微信平台进行通报。

   二、坚持“严防”堵源头。2017年6月至7月

初，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对爆破作业项目进行

重点时段管控，在审批“青田县祯埠乡锦水村下

个寮山体滑坡防治工程勘探平硐爆破项目”、

“ 青田石雕市场综合体场地整平爆破项目”、

“ 缙云县金谷至方溪公路工程大仓山隧道爆破

项目”， 既做到严把爆破项目审批、审核关，

严防爆破作业项目等级与单位资质不符、相关保

护建构物所有者许可手续缺失、工程设计施工资

料不足等情形，又做到严格落实“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承诺办事时限告知、一次性书面告知补正

事项等要求，全部在承诺时限内发放许可决定书

给爆破申请单位。

   三、坚持“严惩”强措施。2017年6月，在丽

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多轮督办下，各地治安大

队与派出所开展联动，不断加大检查监督力度，

目前已对涉爆案件刑事措施1人，治安拘留5人，

行政处罚爆破作业单位2家、罚款65万元。松阳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古市派出所所联动，对支队

督办的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衢宁铁路2标3

分部上坞隧道进口炸药临时存放点民爆物品领取

登记记录账物不清、多次爆破技术人员不在场进

行爆破作业等违法行为，进行受案查处，对企业

罚款15万元。龙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小梅派

出所，对“4.14”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衢宁铁

路浙江段（IV标）项目经理部二分部查田大桥桩

井爆破造成1人死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赵某某采

取刑事措施（男，33岁，福建省闽清县，现场施

工协作队伍负责人），行政拘留5人，对企业罚

款50万元。同时，7月5日，在云和县华宏钢铁厂

举行浙江主会场集中销毁枪爆物品行动，有效震

慑犯罪分子、教育广大群众、开拓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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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简     介

   缙云县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

年8月从原浙江省缙云县矿山建设工程公司转制

而成的一家综合性的施工企业。公司现有资质房

屋建筑总承包贰级，矿山、市政总承包叁级，爆

破施工设计、安全监理叁级。公司注册资本金

为5018万元，净资产4516万元；机械总台数212

台，机械设备原值4076万元，净值为2385万元，

总功率5500kw，动力装备率9kv/人，技术装备率

2.86万元/人；其中爆破作业专业使用的机械设

备，原值669万元，净值337万元；有外国进口英

格索兰液压自动潜孔钻2台，测距仪、测振仪等

设备齐全。

    公司广招人才，现有工程技术人员127人

（学科齐全），高工有7人，工程师有41人，初

级79人，其中具有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高级3人、

中级6人、初级21人，基本满足作业点对爆破工

程技术人员的需求。

   30年前，我们公司进驻央企江铜集团公司矿

山开始学会先进爆破技术，领先采用塑料导破管

雷管分段延时技术。公司曾承揽施工有：德兴铜

矿三期供排水地下隧道工程爆破作业；德兴银山

矿2#竖井延伸及3#竖井掘进爆破；德兴银山矿九

区露天基建硐室一次炸药量220T大爆破和露天采

矿场中深孔爆破干了16年，深受业主好评。

    2003年回浙江本土截至今我公司完成了大小

近五百项爆破工程，其中有60项D级、40个C级爆

破项目，其中有2个（联合体）B级岩土爆破项

目及参与过一个A级拆除爆破，每项工程保质保

量，平安完成。

   由于公司一贯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十六字方针。所以虽然本公司从事

矿山、建筑、爆破等高危作业，但三十年来平安

无事故，连续荣获市建筑业先进单位。

    公司法定代表人：田瑞华

   公司地址：缙云县新区问鱼西路飞云世纪商

贸中心三楼

    公司电话：0578－3019088

公司部分代表工程
工程名称：缙云西站站前广场及道路工程-土石

                    方工程

施工地点：缙云县五云镇七里乡

施工方法：复杂环境深孔爆破  城镇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县重点工程  县标志工程

工　　期：2015年03月～2019年05月（完工）

内　　容：本工程为铁路缙云西站站前广场及道

路工程。位于缙云西部，是展示缙云的形象和窗

门，同时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地段。整个项目由

站前广场和站前大道组成，项目总用地面积100.1

亩。需爆破开挖石方约20万m³，工程周边环境较

复杂，其中场地内有一条铁路用的10kv和35kv电

力线（爆破前迁移），爆破边界东北角距下余村

最近民房约150m，西面距一民房约240m及一养

殖棚约200m，东南面距一厂房约180m，西南面

距民房约160m。

工程名称：缙云县东方镇胡塔地沸石矿开采工程

施工地点：缙云县东方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10年5月～2017年4月（完工）

内　　容：矿区位于缙云县东方镇南东3公里的

天井山，矿区面积0.22243km2,矿山以开采沸石为

主。矿石储量为60万吨，生产规模10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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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剥离量20万m³，合计约25万m³，年炸药使用量

100吨。七年间共开采70万吨矿石。

工程名称：缙云县壶镇苍山区块场地平整工程III

                    标段

施工地点：缙云县壶镇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县重点工程

工　　期：2013年10月～2015年3月（完工）

内　　容：工程位于浙江丽缙工业园区内，是为

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低丘缓坡资源，缓

解山区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匮乏的矛盾，为山区

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开辟保护耕地资源的

新途径，而实施的平整工程。本段土石方开挖量

为608万m³。其中需爆破石方约300万m³。爆破环

境复杂：有一南北走向220kv电力线通过，塔基

距最近石方开挖点约50m（距220kv电力线300m范

围内少量石方采用机械开挖）；南面为马璜塘水

库，水库边有5幢砖房，爆区距水库坝、砖房分

别约150m、75m。

工程名称：缙云县消防大队迁建工程和丽水市消

                 防综合训练基地项目基坑工程爆破项目

施工地点：缙云县五云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B级（联合体）

工　　期：2011年10月～2012年4月（完工）

内　　容：工程在缙云县县城内，位于旭山路

北侧，330国道西侧，共14000m³，工程环境复

杂：爆破点东面距离电信塔40m，以西距业主石

子加工厂30m，距西南面水泵房130m，距离了在

建办公楼（已建三层）三栋距离分别为150m、

100m、80m。东面山脚下民房距离不到100m。

距旭山路120m,距300国道140，距国道立交桥

260m。

工程名称：浙江泓盛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土石方开

                    挖工程

施工地点：缙云县壶镇镇

施工方法：复杂环境深孔爆破  城镇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市重点工程

工　　期：2010年11月～2014年10月（完工）

内　　容：缙云县浙江泓盛实业有限公司扩大规

模需要占地面积150余亩，需爆破开挖土石方60

万m3，本工程工程量大，环境复杂，东边离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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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距离220m，；南边边界红线与华富铸造厂相

距60m，业主计划在南边红线内50m处为边坡顶

线，边坡为65o，内设一个台阶宽3-5m，所以南

边与华富铸造厂距离为110m，中间隔着242m标

高山。

工程名称：仙都风景区西入口山体排险及零碎土

                    石方

施工地点：缙云县仙都风景区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11年10月～2012年4月（完工）

内　　容：工程位于仙都风景区西入口，是国家

4A级风景区的大门，工程环境复杂:东面离在建

的西入口房屋30m，南面离五壶公路80m，西面

有三栋民房最近距离105m，北面有一栋民房距离

125m。

工程名称：缙云县看守所、拘留所新址场平爆破

施工地点：缙云县五云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08年10月～2009年5月（完工）

内　　容：缙云县看守所、拘留所新址建筑面积

12293m2，属当时缙云县重点工程，需要爆破的

工程量大约为160000m3。爆破区域环境特别复

杂：东北边距离居民小区仅30米不到。西北侧距

离40米有一民房。

工程名称：五云街道等乡镇废弃矿井治理工程

施工地点：缙云县壶镇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15年12月～2016年1月（完工）

内　　容：该工程即壶镇镇金龙洞废弃矿井治理

工程，需采用露天中深爆破开挖进行治理，其中

土石方开挖爆破方量约18000m3。本工程环境特

别复杂：爆破区块东面距一茶叶厂最近点125m；

南面距高速公路进口引线最近点140m；西面距

42省道最近点74m；西北面距一加油站138m；东

北面距山上一高塔（建于2000年，条石建筑）

145m；北面距一110kv高压线最近点约90m。

工程名称：缙云县东渡镇金坑普通建筑用石料    

                  （ 凝灰岩）矿—基建期及场地平整

施工地点：缙云县东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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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16年5月～至今（在建）

内　　容：矿区位于缙云县城南西方向直距约

7km，行政区划隶属缙云县东渡镇金坑村管辖，

矿山处于基建期，主要挖平整半成品、成品堆放

场地、加工场地，需进行爆破施工。爆破工程量

约150万m3，预计炸药使用量约650吨。周边环

境：爆破作业区块西面距配电房、制砂机等矿区

自有设备最近点约80米，南面距1#办公用房最近

点约60米，西面距2#办公用房最近点约65米。

工程名称：新建衢宁铁路浙江段（III标）工程

                  （松阳段）

施工地点：松阳县

施工方法：城镇浅孔爆破 露天深孔爆破 隧道掘

进爆破 挖孔桩爆破

工程级别：叁级

工　　期：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

内　　容：新建衢州至宁德铁路项目线路自沪昆

铁路衢州站引出，沿既有沪昆铁路新建线路至衢

州东站，下穿杭长客运专线至龙游县溪口镇设龙

游南站，至遂昌县城西北6km设遂昌站，沿龙丽

高速公路至松阳县城以东6km设松阳站，绕紧水

滩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至龙泉市城区以南3km设

龙泉站，沿长深高速公路东侧至庆元县屏都新区

设庆元站。浙江省境内全长206.858km（衢州市

境内47.678km，丽水市境内159.18km）。

   新 建 衢 州 至 宁 德 铁 路 浙 江 段 站 前 工 程

Q N Z J Z Q - 3 标 起 讫 里 程 为 D K 1 1 0 + 3 7 5 ～

DK159+795，线路长度47.825km，其中特大，

大、中桥梁20座，长7.61km；隧道14座，长

37.633km。根据局指挥部划分情况，松阳段里程

为DK110+375～DK120+000,长9.625km,隧道3座。

现完成量：安民隧道1号斜井315m、正线500m，

乌弄斜井1200m。

工程名称：丽水市莲都区太平普通建筑石料矿开

                    采爆破工程

施工地点：丽水市莲都区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露天浅孔爆破

工程级别：C级

工　　期：2010年5月～至今（在建）

内　　容：矿区位于丽水市区北西方向、直距

约10公里，行政区划隶属丽水市莲都区太平村管

辖，矿区面积约为0.198 km2。矿山开采规模为

150万吨/年，炸药使用量约200吨/年。

工程名称：42省道缙云县潜陈至壶镇段改建工程

                    第2标段

施工地点：缙云县壶镇镇

施工方法：露天深孔爆破、 爆破光面爆破、 浅

孔爆破、 地下爆破之隧道开挖爆破

工程级别：露天深孔爆破C级，地下爆破之隧道

                    开挖爆破D级

工　　期：2017年02月～2019年02月（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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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该工程的实施，对完善区域公路网

络，提升区域公路网的服务水平，改善现有路段

的交通状况，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好溪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水后

将淹没42省道在区域内的现有道路，因此本项目

的建设也是十分迫切的。项目符合《浙江省公路

水路民用机场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工程规模:路埑30000m3，隧道270000m3目前工程

在建，隧道已掘进800多米。

高技能人才  叶进的事迹
   叶进，男，1981年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浙江省

遂昌县，专科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爆破器材制造

专业，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生，矿业

工程二级建造师，是浙江利化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一名优秀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是一位严以律

己、团结同事、爱岗敬业、力争上游的优秀青

第三届全国爆破高技能人才

年。

   2003年，叶进进入浙江利民化工有限公司炸

药分厂工作，从最基础的搬运工作开始，一步一

个脚印，勤勤恳恳，作为一名新员工，他虚心求

教，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汲取和实践经验的累

积。这种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工作态度得到了

领导的充分肯定，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制药间的

班长，担任班长期间他更是忠于职守，一心扑在

工作上，各项工作想在前、干在前，连续三年被

评为“优秀班长”，充分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009年，因工作需要，他加入到了浙江利化

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一切都

是从零开始，他又开启了新一轮的钻研学习模

式。先后自学了《爆破手册》、《爆破设计与施

工》、《爆破技能与安全》等专业书本知识，

丰富自己的爆破知识储备，并把自己所学到的知

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岗位工作

技能。因为爆破设计方案需要在电脑上进行方案

的编制、文字的组织以及各种示意图的绘制，这

对于当时并不精通电脑的他是个巨大的考验，为

此，他一方面通过像老师傅们请教，一方面通过

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和操作视频进行自学，常常奋

战到深夜。经过刻苦的学习，虚心的请教，所有

的困难被他一一克服。

    爆破作业属高危行业，爆破工作是一项精细

活，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细心的操作，稍有

疏忽和失误，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和经

济损失，甚至危及公共安全。遇到困难的时候，

叶进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同事，发挥团

队最大效用，齐心协力完成相关爆破工作。从事

爆破工作七年来，叶进刻苦钻研，掌握了独到的

要点和诀窍，总结出爆破“三勤”工作法暨“勤

跑、勤看、勤检查”。该工作法的目的就是追求

高质量、高效率，要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常强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叶进先后参与了云和县低丘缓坡综合利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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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杨柳河区块土石方平整项目、松阳县赤寿生态

工业区块Ⅱ标段基础设施土石方工程场地平整、

遂昌广源新型墙材有限公司65m砖烟囱、浙江金

奥实业有限公司45m砖烟囱、丽水市佳源布业有

限公司45m砖烟囱、遂昌县龙板山区块土石方平

整项目、衢宁铁路浙江段站前工程抗滑桩基坑开

挖项目等数十个项目的爆破工程设计与现场施工

管理。只要是他负责的爆破项目，总是被领导同

事们戏称为“保险项目”，因为他为了弄清楚某

一个问题，往往拿着技术资料彻夜琢磨研究，不

达目的决不罢休。2014年他参与研究的《复杂环

境45M砖烟囱拆除爆破技术》获得了“中国爆破

协会科学技进步二等奖”。

    他运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技能，为团队解决

了一道道难题，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在破解难题

过程中，叶进充分表现自己严谨的工作作风，他

做每一项爆破工作前都要精心研究，做出准确的

预算后再制定出一套科学的流程和制作方案，以

确保爆破质量和施工安全。

   叶进早已成为公司信赖的“技术能手”，

2016年10月，在中国爆破行业协会“第三届全国

爆破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上，叶进同志获得

“第三届全国爆破高技能人才”的称号，这份含

金量满满的证书，可谓是实至名归。同时，还赢

得了中国爆破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汪

旭光教授的高度肯定，汪院士曾在《光明日报》

发表的一篇题为《推动科技创新 行业协会不能

忘了“初心”》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叶进”：

“优秀人才并不仅仅指专家教授，也指那些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比如大中专甚至初

中文凭的一线爆破工人。”

  快乐积分，梦想 起航
    2017年8月8日，注定是利民控股集团公司值

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浙江利民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快乐积分计划正式在元立国际大酒店启

航，身为公司员工，由衷的为公司引以为豪。从

今年6月底的快乐积分授课培训到至今，我们便

是每分每刻关注着快乐积分管理的发展动向，公

司从当时的计划实行到如今的正式落地实施，代

表着“重拳”终于出击了。

   早上八点，快乐积分计划起航工作人员提前

到达会议现场，公司全体员工按照进场计划陆续

地进入会场，当公司的领导与全体员工在签名墙

上郑重的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们注定将会为公

司的发展添上重要的一笔，这是利化里程碑的时

刻，这是利化人难以忘怀时刻。

   在工作人员的有序的指引和每位员工积极的

配合下，启航仪式在八点五十八分正式开始了。 

在主持人宣布下，公司董事长李峰同志在雷鸣

般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为此次启航仪式发表致

辞。“尊敬的姜博仁老师，亲爱的利化家人们

……”一句“家人们”亲切的问候，也让在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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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员工倍感亲切与激动。董事长讲述了自九八年

改革以来，从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到去年的二

次改制情况，以及到引入积分管理制的过程的思

考，从点点滴滴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一个公司领

导人为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也终将在利化的史

册上留下浓厚的一笔。接着对积分管理做了简单

的阐述，积分管理目的是为了让管理轻松起来、

让员工在工作中快乐起来，在快乐中赚取积分，

公司福利待遇更多的向高分人群倾斜，让优秀

的员工不吃亏。“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呢。”董事长以一句马云当初在纽交所经典话语

道出了对积分管理未来的美好憧憬。致辞最后，

董事长呼吁大家为实现我的梦、利化梦、中国梦

而共同努力奋斗前行。

   紧接着进行第二项议程，快乐积分管理顾问

姜博仁老师作微积分管理报告。姜老师从“洞悉

天机奥秘，探索职场真谛”风趣生动的引入话

题，阐明了积分管理制一路下来的开发思路，积

分是员工的一本功劳本，积分的多少直接反应员

工对公司做出的贡献，同时以嘉奖的方式回报员

工，给员工肯定并激励员工，而且给不同级别的

人带来不同的感觉：员工的成就感，领导的归属

感。

   会议第三项议程是董事长助理为大家进一步

解读快乐积分管理的内容。主要从“怎么赚取积

分？”和“积分有什么好处？”两个方面讲述我

们公司积分管理的具体内容、操作流程及积分好

处，再次阐述了积分管理让优秀的员工不吃亏，

让优秀的员工先富起来，鼓励大家积极努力赚取

积分，并列出了许多让员工们心动的福利待遇。

   最后一项议程，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在

音乐声中，李峰董事长，姜博仁老师以及各子公

司总经理一起上台点亮水晶起航球。在主持人

宣布启航开始倒计时，台下的员工激动地倒数着

“5,4,3,2,1”，随着最后一声落下，伴着花筒

绚丽的彩带飘出，玻璃启航球被点亮，在这一

刻，利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快乐积分管理计划正

式启航。

   整个启航仪式虽然只用了短短的两个小时，

但对于全体利化人来说，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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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扁鹊论医”有感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据史书记载，有一

天魏文王曾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

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认为：大哥医术最

好，二哥次之，自己最差。文王又问：可是为什

么你最出名呢？扁鹊回答：我大哥治病，是治病

于病情发作之前的时候，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

事先铲除病因，就误以为他的治疗没什么明显的

效果，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

是治病于病情初起的时候，人们因此误以为他只

能治一些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乡里

流传。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已经严重的

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

上敷药，用麻药让人昏迷，做的都是些不可思议

的大手术，就误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

大于我的两位哥哥。

      扁鹊的这段话，看似自谦，其实形象地说明

了这样一个道理：事后治疗不如事中控制，事中

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对待疾病痛苦如此，我想我

们对待工作也应该是这样。从扁鹊对医生的这三

种评价联想到我们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事故对

企业来说就像疾病一样，侵袭和伤害着员工的生

命和企业的财产。安全管理，恰如治病救人，病

前控制高于病中控制，病中控制高于病后控制，

与其亡羊补牢，不如见兔顾犬；与其见兔顾犬，

不如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安全生产工作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安全体系中，我们要以事

前控制为主，事中控制为补充，事后控制为补

救。车间安全生产管理中需要多做防患于未然的

“名医”， 操作人员人人重视生产过程中的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天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

作，养成按章操作的习惯，就能把事故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从预防抓起，

从小事做起，从严务实，夯实按章操作这个基

础，杜绝麻痹思想、杜绝习惯性违章，取得事半

功倍的良好效果，就能现企业安全生产的长治久

安。

          （浙江永联民爆遂昌永新分公司  倪厂标）

刻，在这之后，企业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达

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

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对于公司来说，快乐积

分管理模式也将会是一条陌生的路，作为探索

者的我们将在风风雨雨和满地泥泞中迈动坚定的

脚步，砥砺前行，也让利化这艘大船带着梦想航

行，驶向更远、更美好的未来。

                           （邵凯 向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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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管理 确保安全
                       生产再忙 安全不忘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龙泉安信——爆炸物品实战抢险侧记

   2017年9月9日下午16时许，龙泉

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瓢泼大

雨倾泻大地。

   衢宁铁路龙泉段古田爆炸物品临

时发放站围墙后山，大雨倾盆，洪

水凶猛，浮泥随着洪水冲向围墙，

16时50分，临时库后围墙随之倒

塌，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如其来

的险情，仓库保管人员、保卫人员

临危不惧，当即应急处置，同时，

火速报告公司安保部，安保部迅速

报告公司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公

司领导当场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下

达应急抢险命令。公司应急小分队

迅速集合，由分管领导率领赶到现

场，按照预案分工，迅速展开抢运

爆炸物品。整个抢险过程于6时11分

结束。确保了爆炸物品完好安全退

回总库。

   险情就是命令，预案变成实战。本次实战抢险，充分检

验了公司应急救援的组织指挥、协调能力和应急预案的可行

性，充分显示了公司应急小分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的精神风貌和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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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丽公治（督）201708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7-31 

    编号：丽公治（督）201708号

缙云县公安局治安管理中心：

   2017年7月31日，市局治安支队叶磊、张伟

华，缙云县公安局治安管理中心常务副大队长张

宇峰、民警洪礼操，在对缙云县南河电镀厂、缙

云县四方电镀厂的剧毒化学品仓库检查时，发现

存在以下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2015年危险化学品目录中标注为剧毒

的化学品》96 1688 氰化钠 山奈 143-33-9 

剧毒，两家公司购买储存在剧毒化学品仓库的氰

化钠属于剧毒化学品。

    一、缙云县南河电镀厂

   1、视频监控记录保存时间少于15日（不少于

30日）

   2、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无备用电源。（不少

于1小时、不少于8小时）

    3、无紧急报警装置。（要24小时设防）

   4、无剧毒化学品防盗抢破坏故障的应急预案

和演练记录。（每年一次）

    二、缙云县四方电镀厂

   1、剧毒化学品出入库登记表上5月19日、7月

26日结存1035kg，已超过核定1000kg库容量，增

加了风险；

   2、保卫值班室和监控中心因厂房改造已拆除

四个月，监控设备放在楼梯角，容易被盗。

   3、保管员对视频监控记录保存时间不清楚

（不少于30日）

   4、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无备用电源。（不少

于1小时、不少于8小时）

    5、无紧急报警装置。（要24小时设防）

   6、无剧毒化学品防盗抢破坏故障的应急预案

和演练记录。（每年一次）

支队将督办以上违法违规问题，建议你中心或东

渡派出所严格依据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26条、78条规定，予以行政案件立案调

查处罚。你中心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支队。

    支队检查人：叶磊、张伟华

    缙云检查人：张宇峰、洪礼操

    督办责任人：张宇峰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7-31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规定：

   第二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

志。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

仓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

范设施。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危险化学品

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

验。

   第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

款规定情形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专用仓库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

术防范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

罚。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未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

卫人员的，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

例》的规定处罚。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丽公治（督）201707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7-25 

    编号：丽公治（督）201707号

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2017年7月25日，市局治安支队支队长陈丰、

大队长叶磊，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李文

捷、教导员施丽伟，在对浙江精威神龙五金有限

公司易制爆化学品仓库、流向登记和交易备案情

况随机抽查时，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违规情形：

   1、依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

版）2017.5.11发布  1.1 硝酸  7697-37-2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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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液体，类别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1年版）

2011.11.25发布2.1 硝酸[含硝酸≥70%] 

NITRIC ACID 金属腐蚀物，类别1 氧化性液

体，类别1 7697-37-2 2031。

   当日，该公司仓库购买储存的300KG硝酸溶液

（10桶）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没有在购买后

5日内，将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的书面材料

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治安大队

或派出所，由各地自定），且在2017年5月11日

新版易制爆名录实施前后，均没有落实硝酸交易

备案制度；

   2、硝酸出入库登记表上2月30日出库150kg，

保管员未签字，领取人未签字，日期错误，2月

没有30日，属于不如实记录流向；

   支队将督办以上2个违法违规问题，建议你大

队严格依据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23条、41条、81条规定，予以行政案件立案调

查处罚。你大队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支队。

    支队检查人：陈丰 叶磊

    开发区检查人：李文捷、施丽伟

    督办责任人：施丽伟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7-25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规定：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

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危险

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应当如实记录其生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安全

防范措施，防止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丢失或者被盗；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丢失或者被盗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告。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

保卫人员。

   第四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

业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如

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以及经

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1年。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

业、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5日内，将所

销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备案，并输入计算机系统。

   第八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记录生产、储存、使

用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

向的；

　　（二）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的；

　　（三）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剧毒化学

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不如

实记录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单

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

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

种、数量、用途，或者保存销售记录和相关材料

的时间少于1年的；

　　（五）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

售企业、购买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将所销售、

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

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备案的；

　　（六）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未将有关情况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的。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丽公治（督）201706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7-13 

     编号：丽公治（督）2017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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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都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中心：

   2017年7月12日，市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周

军、大队长叶磊，莲都分局治安管理中心副大队

长黄旭、民警陈官泰，在对丽水海创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承包的莲都区联城镇朱玄村山上（万象-

松阳输变电线路的铁塔8号塔基坑井爆破项目）

突击抽查时，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违规情形：

   1、现场填写的《雷管流向登记表》7月12日

有关民爆物品配送接收量、领取、发放数量、编

号、领取和发放人员姓名签字没有记载，即无领

取登记记录；

   2、现场填写的《现场存放点流向登记表》7

月12日、7时20分的民爆物品领取、发放数量、

领取人员（爆破员、安全员）姓名签字均没有记

载，即无领取登记记录；

   3、手持爆破视频录像设备未全环节全视角录

制爆破作业全过程，没有1号坑井装药视频；

   4、丽水海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丽水民爆器

材有限公司的配送车辆在朱玄村口装卸、接收民

爆物品，未远离民宅人口稠密区，未设置警戒线

或红旗或警标等警戒标志。

   5、装药警戒区内发现一名男民工携带打火机

抽烟。

   5月9日，支队在对青田爆破现场专项检查

时，海创公司也发生类似以上违法违规行为，

支队已经下发督办单。此次检查中，海创公司仍

然未予以整顿。支队将督办以上5个违法违规问

题，爆破作业过程中的违规情形建议你中心严格

依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

《爆破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案件立

案调查处罚。你中心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支

队。

    支队检查人：周军 叶磊

    莲都检查人：黄旭、陈官泰

    督办责任人：黄旭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7-12

   以上5个问题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

例》以下规定：

   第二十八条　经由道路运输民用爆炸物品

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六）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装卸民用爆炸物品，

并在装卸现场设置警戒，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第三十七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如实记载领

取、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编号以及

领取、发放人员姓名。领取民用爆炸物品的数量

不得超过当班用量，作业后剩余的民用爆炸物品

必须当班清退回库。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爆破作

业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证》：

  （三）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

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登记记录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

的。

   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

定实施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爆破安全规程》以下规定：

    6.5装药

    6.5.1一般规定 

   6.5.1.2从炸药运入现场开始,应划定装药警

戒区，警戒区内禁止烟火，并不得携带火柴、打

火机等火源进入警戒区域; 

    14.1爆破器材的购买和运输

    14.1.1一般规定

    14.1.1.4装卸爆破器材，应遵守下列规定：

——装卸爆破器材的地点应远离人口稠密区并设

明显的标识：白天应悬挂红旗和警标，夜晚应有

足够的照明并悬挂红灯；

        短板督办 
                                          

  丽公治（督）201705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管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6-08 

        编号：丽公治（督）201705号

遂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2017年6月1日，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在对葛

坪村（中铁十二局常乐山隧道出口）进行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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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板督办 
                                          

   丽公治（督）201704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管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5-19 

      编号：丽公治（督）201704号

松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2017年5月18日，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在对

（黄南水库公路改建工程二期）进行安全检查

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施工分方案中未注明具体施工路段；

   2.施工分方案中技术负责人与现场爆破工程

技术员不符；

   3、评估报告中，缙云鑫达公司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2017年1月13日，现已到期，评估报

告文件中施工作业人员未签字；

   4、爆破工程技术员白鸿彪技术员证件现已过

期，且未提供新证，爆破技术员田瑞琴作业证为

老证；

   5、评估报告缙云鑫达公司一人三员未签字。

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对（中铁十二局上坞隧道进

口临时存放点）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存在以下

问题，限3日内整改：

   1、物品临时存放点巡查记录存在提前记录现

象；

   2、爆破物品领用发放简单，爆破技术员朱育

宏、刘超存在提前签字现象，值班记录造假；

    3、临时储存库区无安全警示标牌；

   4、临时储存库区域手机信号比较弱,要求配

备固定电话；

    5施工未配备专用雷管箱；

   6、炸药库内未配备温度计、湿度计、警报

器；

   7、民用爆破物品领用登记台帐不清楚（2017

年5月16日总账已发放雷管20发，雷管编码登记

（施工日记）显示领取30发）。

   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对（中铁十二局衢宁铁

路浙江段）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

题，限3日内整改：

   1、炸药库内温湿度仪检查记录不及时，记录

至2017年5月15日；

   2、临时存放点巡查记录不全,只记录至5月17

日第一班；

    3、临时存放点大门处存在视频监控盲区；

   4、炸药库门口未标明储存量,库内放有充电

水电筒；

    5、临时存放点消防设施不足。

支队督办以上问题，你大队将整改结果跟踪反馈

给支队，超期不改的，民爆物品违规问题将依据

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处理。

    支队检查人：叶磊

    爆协检查人：蔡斌、徐克青

    督办责任人：徐王军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5-19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爆破作

业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爆破视频录像机中只有一个2016年视频，

2017年爆破作业无视频记录；

   2、爆破作业过程中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未全程

到场签字；

   支队督办以上问题，你大队将整改结果跟踪

反馈给支队，超期不改的，民爆物品违规问题将

依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处理。

    支队检查人：周军 叶磊

    爆协检查人：史国栋

    督办责任人：毛金强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6-8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爆破作业

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三）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

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登记记录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

的。

   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

定实施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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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证》：

  （三）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

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登记记录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

的。

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实

施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

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

施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

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

的；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

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四）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

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丽公治（督）201703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5-12 

        编号：丽公治（督）201703号

青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2017年5月9日下午，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在

对炸药库（浙江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永嘉至庆

元公路青田湖边至巨浦段改建工程第2标段）临

时存放点安全检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限3

日内整改：

    1、进出库登记台帐记录不全；

    2、日清点台帐记录数量上下对应不相符；

    3、日清点台帐记录有涂改现象；

   支队对爆破现场（缙云鑫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青田南方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油竹街道彭括厂

房扩建项目）爆破作业现场安全检查时，发现存

在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爆破现场没有拉警戒线或设置警示牌；

    2、无法提供爆破实施方案（爆破分方案）;

    3、安全警戒没有设置道路交通临时管制；

   4、评估报告结论与爆破规模自相矛盾:重要

设施附近C级爆破、城镇浅孔C级爆破，一次总药

量2500公斤、200公斤。

   支队对爆破录像（浙江宏大工程爆破有限公

司、丽水海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提取查看

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爆破器材配送到现场下车时没有拉警戒线

或设置警示牌；

   2、没有装药过程的全景画面（是否有爆破无

关人员在现场或有无证人员在爆破作业）；

    3、没有起爆时的录像画面。

   支队督办以上问题，你大队将整改结果跟踪

反馈给支队，超期不改的，民爆物品违规问题将

依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处理。

    支队检查人：周军

    爆协检查人：汪垠忠、章福全

    督办责任人：沈国春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5-09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爆破作

业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证》：

  （三）爆破作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民用爆炸

物品领取登记制度、保存领取登记记录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

的。

爆破作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实

施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

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

施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

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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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丽公治（督）201702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5-12 

       编号：丽公治（督）201702号

龙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2017年5月9日下午，支队民警和爆协专家在

对中铁隧道局衢宁铁路龙泉兰巨乡唐湖村杉树坪

隧道民爆物品临时存放点安全检查时，发现存在

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4月27日、5月6、7日无巡查记录；

    2、值班室设置床铺、电磁炉等生活设施；

   3、值班室报警号码、辖区联系人未上墙,无

固定电话；

   4、因雷管车与炸药存放间间距1米，雷管没

有存放在雷管抗爆容器内；

支队督办以上问题，你大队将整改结果跟踪反馈

给支队，超期不改的，民爆物品违规问题将依据

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处理。

    支队检查人：叶磊

    爆协检查人：戴建毅、蔡圣军、白洪彪

    督办责任人：曾莉挺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05-09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

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

施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

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

的；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

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四）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

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短板督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丽公治（督）201701号危爆物品问题督办单 

来源:危险物品管理大队 作者:治安支队

                              2017-02-20 

         编号：丽公治（督）201701号

青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2017年2月15日至16日，支队在对青田县顺丰

快递、青田华安配送公司黄垟民爆中转库安全检

查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限3日内整改：

   1、青田顺丰百川润城快递点用手机APP快检

单抽查单号504 067 896 895号包裹，发现未扫

描成功寄件人身份信息，倒查邮政管理局监控

后，排除了未实名登记，但也暴露出快递员扫描

枪硬件问题，存在扫描失败的故障，建议更新设

备；

   2、青田华安配送公司黄垟民爆中转库违

反《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安全规范》

(GA838-2009)的具体规定：储存库内未放置温度

和湿度计，无记录。拆箱后的工业雷管未在专门

的发放间发放和存放，且雷管发放间堆放大量工

具杂物。炸药发放间堆放停工项目转存炸药，超

过暂存计算药量50kg，暂存产品未标识项目名

称；

   同时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要

求》(GA837-2009)的具体规定：录像记录保存时

间因停电检修仅保存了1天，大大少于30天。视

频监控备用电源损坏，无法对控制台设备视频部

分供电。以上故障没有在48h内恢复功能。

   支队督办以上问题，你大队将整改结果跟踪

反馈给支队，超期不改的，民爆物品违规储存问

题将依据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

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

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支队检查人：叶磊、周声波

督办责任人：沈国春、陈春玲            

 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2017-2-17

的；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

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四）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

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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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孔爆破数值计算方法研究
                     李德林  李国铭  姜文成  李伟春

            （浙江缙云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丽水缙云 321400）

   摘要：本文采用LS-DYNA动力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深孔爆破进行了三维数值计算，并对

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对指导工程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深孔爆破；数值模拟；计算方法 

          Study on Deep-hole Blasting Numerical Computing Methods

              LI De-lin TIAN Rui-Hua TIAN Rui-Qin XU Xun-Dong
      （Zhe jiang Jin yun Xin da Construct Engineering Ltd. ,Jinyun 321400 Lishui Zhejing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LS-DYNA dynamic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wasused to calcul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ep-
holeblasting,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de,which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guid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 WORDS： Deep-hole blast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puting methods

   1 引言

爆破工程领域由于其特殊的工程应用背景，多年

来一直是数值方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其应用和

发展较多的数值分析方法有如下两类：

  （1）有限差分法（FDM）：有限差分法将控制

的微分方程用不同的差分方程代替。对于动力撞

击问题，最先发展的技术是有限差分法，国际上

八十年代前后较为流行的有限差分程序有拉格

朗日型程序TEMP、欧拉型程序HULL、METRIC、

PISCES、AUTODYN等等。

  （2）有限元法（FEM）：简单地说，就是利用

刚度表述，该表述中每个单元的位移函数或多项

式是假定的，而刚度利用变分原理来解。它能够

处理复杂的几何形状和边界条件以及材料的不同

属性范围和整个结构的不同区，能以相同的网格

或理想结构来解不同的边值问题。

   有限元方法应用于岩土力学与爆炸效应领域

比有限差分方法要晚，其最初应用主要局限于

分析一些结构响应问题。由于计算机性能的限

制，直到1969年Lysmer提出人工阻尼边界后，

用FEM方法分析波传播问题才成为可能；1970年

Farhoomand等人开始将有限元法应用到材料非线

性问题的地下结构抗爆动力计算。此后国外研发

了一系列有限元计算分析软件，应用较广的有

DYNPAK、SAP、ADINA、HEMP、DYNA3D等等。国内

由于研发力量分散，在有限元程序开发水平上与

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周早生教授在ADINA和SAP程

序的基础上研制开发了非常适合分析岩土中波传

播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问题的有限元程序并成功

地应用于实际工程。

   工程中爆破效应问题有限元数值模拟要求计

算程序本身要有非常强的分析材料失效和破坏的

能力尤其是处理大位移、大畸变的能力。为此，

一些大型软件在算法上吸取了有限差分法计算流

体问题时的许多优点，如重分区（Rezoning）方

法、重分网格方法（Remeshing）、欧拉法、ALE

（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方法和无

网格方法。此外，材料本构模型的优劣对数值计

算准确性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由于混凝土及岩

土等地质介质的动态力学性能研究尚有待完善和

发展，因此，本研究采用了LS－DYNA970程序对

深孔爆破问题进行了数值模拟。

    2  LS-DYNA动力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LS-DYNA是一个通用显式非线性动力分析

有限元程序，可以求解各种二维、三维非线性结

构的高速碰撞、爆炸和金属成型等接触非线性、

冲击荷载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问题。ANSYS/LS-

DYNA程序的单元类型众多，有二维、三维单元，

薄壳、厚壳、体、梁单元，ALE、Eularian、

Lagrangian单元等。各类单元又有多种理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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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具有大位移、大应变和大转动性能，

单元积分采用沙漏粘性阻尼以克服零能模式，单

元计算速度快，节省存储量并且精度都达到二

阶，可以满足各种实体结构、薄壁结构和流体-

固体耦合结构的有限元网格剖分的需要。

   LS-DYNA程序目前有10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材

料模型可供选择，如弹性、超弹性、泡沫、玻

璃、地质、土壤、混凝土、流体、复合材料、炸

药及起爆燃烧、刚性及用户自定义材料，并可考

虑材料失效、损伤、粘性、蠕变、与温度相关、

与应变率相关等性质。

   ANSYS/LS-DYNA程序具有很广泛的分析功能,

可模拟许多二、三维结构的物理特性：非线性动

力分析，热分析，失效分析，裂纹扩展分析，

接触分析，准静态分析，欧拉场分析，任意拉格

朗日-欧拉（ALE）分析，流体-结构相互作用分

析，实时声场分析，多物理场耦合分析（结构、

热、流体、声场等）。

    3 深孔爆破数值模拟相关计算模型

   爆破数值模拟研究涉及了几种常用的材料模

型和状态方程，它们分别是炸药燃烧模型，流体

弹塑性模型, JWL及Gruneisen状态方程

    3.1 炸药材料模型

  炸药用TN T来计算，TN T炸药采用HI G H 

EXPLOSIVE BURN材料和JWL状态方程模拟，对于

炸药爆轰的模拟，其基本思想是：化学能量的释

放由燃烧系数F乘以由状态方程计算的压力 来控

制。高能炸药单元的压力由下式给出：

          P=F Peos (V,E)          （1）

其中V为相对体积，E为单位初始体积的内能密度。

燃烧系数 ( )21 ,max FFF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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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VCJ是Chapman－Jouguet相对体积，t是

当前时间；te为爆轰波由起爆点传至当前单元形

心处所需最短时间；若F>1，则设F＝1。

    3.2岩石材料模型 

   在爆炸强荷载作用下，岩土介质表现出各向

同性流体弹塑性的性质。

    各向同性流体弹塑性模型

屈服函数： 02
3
1

2
1 ≤−= yijij ss sf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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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岩石的材料参数见表1。

        表1  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密度ρ

（kg/

m3）

弹性

模量

E(GPa)

泊松比

  v

屈服

强度

Y(MPa)

变形

模量

2530 55 0.25 45 18

     3.2 状态方程

   与压力、温度和物质比容相关的方程称为状

态方程，涉及物质平衡状态时其它特性的参数关

系也称为状态方程。本文的数值模拟将采用两种

不同的状态方程，它们分别是Gruneisen和JWL状

态方程。

    3.2.1 JWL状态方程

    爆轰过程中压力和比容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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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其中A、B、R1、R2、W是材料常数，P是压

力，V是相对体积，E0是初始比内能，对于2
#
岩

石炸药各参数取值如表2所示。

表2  2#岩石炸药爆轰产物的JWL状态方程参数
密度ρ

（kg/

m3）

E0 

(GJ/

m3)

A (GPa)
B 

(GPa)
R1 R2 w

1030 4.10 214.20 0.181 4.15 0.9 0.15

     3.2.2 Gruneisen状态方程

   Gruneisen状态方程用于模拟岩石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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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eisen状态方程并入了三次冲击速度－质点

速度，它定义的压缩材料压力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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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C是冲击波速度 ms －质点速度 mp曲线

的截距，g0是Gruneisen伽马，a是对g0的一阶体

积修正，S1、S2和S3是ms- mp曲线斜率的系数。

用相对体积定义压缩状态，

     
1

V
1
−=m

     (11)

  质点速度mp采用下式与冲击波速度ms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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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膨胀材料的压力为:

         
( )ECP 0

2
0 amgmr ++=     (13)

    4计算模型及结果

   本次计算采用拉格朗日-欧拉耦合的数值模拟

方法对深孔爆破进行了三维数值计算，破坏形态

数值计算部分考虑了材料拉伸破坏失效，其结果

较好的模拟出了本计算为简化计算并保证必要

的计算精度，所研究的力学计算模型简化图1所

示。
 4m 

水底岩石 

装药 

13m 

10m 

3.5m 

透射边界 

透射边界 

图 1  计算模型 

   选择LS-DYNA程序中的SOLID164六面体单元分

别对炸药、空白介质、水底岩石进行网格划分。

炸药与空白介质采用Eulerian算法，岩石采用

Lagrangian算法。整个计算模型共划分70022个

单元，具体计算在IBM服务器上运行，软件为LS-

DYNA，版本970，占用内存180M。

   4.1 三孔同时起爆爆破空腔形成及裂隙范围

计算

   图2为三孔同时起爆起开始到爆破空腔形成及

裂隙范围稳定的计算结果图。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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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图 2  三孔同时起爆爆破空腔形成及裂隙范围 

   取左边药柱正下方3m处、中间药柱正下方3m

处、左边药柱正左方4m处单元的压力为研究对

象，其压力时程变化曲线如图3—图5所示。

 

图 3  中间药柱正下方 3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图 4  左边药柱正下方 3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4.2 三孔间隔起爆爆破空腔形成及裂隙范围

计算

  图6为三孔间隔起爆起开始到爆破空腔形成及

裂隙范围稳定的计算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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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左边药柱正左方 4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1) 

 

(2) 

 

(3) 

 

(4) 

 

(5) 

 

(6) 

    取左边药柱正下方3m处、中间药柱正下方3m

处、左边药柱正左方4m处单元的压力为研究对

象，其压力时程变化曲线如图7—图9所示

5  计算结果分析

   由两种起爆顺序情况下的计算结果图及各个

单元的压力对比可以看出，采用间隔起爆法岩石

破坏较为严重，这是由于前段炸药起爆后破坏岩

石形成临空面的缘故。

   三孔同时起爆情况下裂隙最大范围在

2.6m~2.8范围内（不包括临空面），三孔间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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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图 6 三孔间隔起爆爆破空腔形成及裂隙范围 
 

图 7  中间药柱正下方 3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图 8  左边药柱正下方 3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图 9  左边药柱正左方 3m 处单元压力时程变化曲线 

爆情况下裂隙最大范围在2.7m~3.5范围内。药孔

周围破坏范围较大，底部破坏范围较小。

    参考文献

   [1]尚小江等. LS-DYNA动力分析方法与工程

实例[M]. 北京：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08.

   [2]邓凡平. ANSYS12有限元分析[M],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社，20011.

   [3]龙源. 岩石爆破机理[M]. 南京：解放军

理工大学，2016.

  建筑物附近大量石方爆破地震动监测及控制
                      李德林 姜文成  李国铭  王敏庆

           （浙江缙云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丽水缙云 321400）

    摘要：根据水泥厂内大量石方爆破地震动监测，介绍了对爆破地震动监测的方法，同时介绍了

如何控制爆破地震动对建筑物的影响。

     关键词：建筑物  爆破震动  爆破监测 地震动控制

             Ground Vibr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the Mass



丽水工程爆破                                                                   　　　　　　　　专 题 论 文 

2017年第一期 /39

                      Rock Blasting Excavation near Building
                  LI De-lin TIAN Rui-Hua LI Guo-Ming YU Min-Qing

（Zhe jiang Jin yun Xin da Construct Engineering Ltd. ,Jinyun 321400 Lishui Zhejing 

China）

    ABSTRACT：Base on the monitoring the ground vibration induce by blasting of 
massive rock near the concrete factory. The monitoring method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measures of reducing the effect of blasting vibration on the near 

building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building, blasting vibration, monitoring of blast ground vibration, 
ground vibration control.

    1工程环境

   水泥厂石方爆破工程位于龙潭水泥厂区内，

场地内总爆破石方量达60万多立方米，场地内岩

体地质变化较大，表面风化严重，内部自然裂

隙、结构面较为发育，部分地段为土夹石。

图1 爆破区域环境图（单位：m）

   该工程采用中深孔爆破，其中有关参数为：

孔径90mm，孔深8～24 m，孔距3.5～4.0m，排距

3.0～3.5m；采用粉状乳化炸药，同段最大药量

为200～400kg,一次爆破总药量为3～4t.

   爆区周围环境较为复杂，北面10m为生产水泥

厂房；西侧紧靠厂区公路，约20m处有地磅房间

和氧炔车间；西面50m为污水处理系统；东面25m

为修理车间、附近40m处有一水泥成品库。周围

需要保护的建筑设施比较多，对爆破震动安全要

求较高。为此在进行爆破工作的同时，应采取必

要的监测措施，对爆破的强度和影响范围实施监

控。研究场地内爆破振动速度衰减规律，确定一

次起爆药量极限；同时研究扩大爆破规模时减震

措施。本着这目的，对爆破震动效应实施了监

测，对监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

出了龙潭水泥厂爆破震动衰减规律，并提出了控

制爆破震动的措施，对类似复杂环境下爆破工程

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2  监测系统 

   水泥厂爆破施工具有以下特点：１）工期

短，爆破频率高；２）爆破部位不断变换，３）

防护目标距爆源近。根据这些特点，测振仪器选

用美国怀特地震工业公司（White Industrial 

Seismology）生产的微型振动速度仪（Mini-

SeriesⅡ）。该仪器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

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基本不需调试，可自动存

储，并可连续记录多个事件。这种仪器包含一个

主机、一个三相振动速度传感器、一个麦克风。

主机内部有1024k的存储空间，最多可存储341个

记录，每个记录包含四个数据，分别为三个方向

的振动速度记录（垂直于地面、与波的传播方向

相同或相反、与波的传播方向垂直）和声波记

录。该仪器的最大采样频率为2048Hz,最低响应

频率可达1Hz,而一般爆破振动信号的频率值范围

在1～100Hz,因此仪器的频响性能完全能满足监

测要求。

图 2 Mini实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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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能量频谱分析

     3 爆破地震频率分析

   以快速傅利叶变换FFT为基础，分别对近2年

爆破地震仪器记录波谱进行了频谱分析。由频谱

分析结果可知，纵向和横向振动固有频率大部分

集中在50～100Hz之间，即地震波的能量则主要

集中在较低频区，对周边建筑物产生不利的影

响。同时，在相同的爆破类型中，爆炸能量的大

小对主频率的分布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段最大药

量大则爆炸地震波的主频率集中在低频区域，反

之，则以高频成分为主。为降低爆破地震的能量

集中，应采取毫秒延期爆破，多分段，严格限制

同段最大药量，

     4 爆破地震波频率对建筑物的影响

    爆破地震波的频率愈高，与建筑物的自振频

率相差愈大，则建筑物的破坏程度愈轻；反之，

爆破地震波的频率愈小，则容易与建筑物的自振

频率发生谐振，建筑物的破坏程度愈严重。

   因为爆破在岩体中引起的波动在离爆源不同

距离处有着不同的性质。在临近药包的爆源中心

区为具有强间断性质的冲击波；在距爆源不远的

近区为具有弱间断性质的应力波；在爆破远区，

由于强度的减弱和边界条件的影响，应力波转变

为弹性地震波。

   由于波的不同性质以及各种建筑物和介质的

动力性质不同，爆破地震波对结构和介质的破坏

影响亦不相同。在爆破中远区，由于爆破地震

波的主振频率较低，半波长大于建筑物的特征

尺寸，此时结构将受到整体振动作用。当地震波

频率接近建筑物的自振频率，建筑物可能产生共

振。此时建筑物的破坏主要由于整体振动时动力

反应的放大作用引起。因此，破坏往往发生在建

筑物的地表以上部位的薄弱环节。

   同时 根据地震波向最小抵抗线的相反方向传

播作用原理，科学确定最小抵抗线的作用方向，

使装药每列垂直于被保护目标方向，从减震沟

(孔)一侧向保护目标相反方向或斜向起爆装药，

改变地震波的传播作用方向。 

    5 考虑振动频率对爆破震动安全的评价

   爆破地震波的频率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

要因素，美国露天矿务局（Office of Surface 

Mining）的标准（OSM标准）是对分析了爆破震

动波的频率，对于不同频率的幅值的限定不同。

OSM标准首先是对爆破地震波进行富氏变换，分

析并求出组成震动波形各个频率成分的幅值，

规定这些幅值的限度作为安全判据的。图4所示

是OSM的标准，横坐标为频率（Hz），纵坐标为

质点的震动速度(mm/s)，折线就是OSM规定的限

度。从图4中可以看出OSM标准对于各个频率成分

的幅值规定有不同的限度。在进行震动安全分析

时，爆破震动波形通过富氏变换得到了很多频率

和幅值不同的正弦波，然后把这些分量作为数据

点绘制在如图4的坐标系中，这些点全部落在折

线下说明该炮符合安全标准。

图4  OSM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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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只以表中一炮次震动数据为例进行OSM分析，分析后得到的图形见图5。从这些图形中可以

很直观的看出每一炮在三个向量上的震动波形大致有那些频率分量组成，幅值是多少。

图5  OSM分析图

   OSM标准能够准确的告诉你爆破地震波的频谱

以及所对应的幅值，是否超过安全震动标准（当

然是美国的标准），因为OSM标准既考虑了爆破

震动的强度又考虑了爆破地震波的频率特性。从

破坏能的角度来分析，只有综合考虑震动幅值与

震动频率才能客观地评价地震波的实际破坏作用

大小。

   因此，在减少震动危害效应的措施方面我们

应该采取了以下措施：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分散装药多点起爆使震

动波相互干扰，加快地震波衰减，减少持续时

间。

   合理编排爆破部位，加速爆破震动过程，减

少震动持时。

    采用毫秒延期爆破技术，减少齐爆药量，降

低爆破震动强度。

   使用预裂爆破、不偶合装药、开挖减震沟等

措施 来减震。

   合理选择间隔时间可避免波形叠加造成能量

集中而延长持续时间。

   根据被保护对象，合理选择最小抵抗线方

向，构造有利地形，加快地震衰减。

   分析爆破震动波形，对于主频接近建筑物结

构自振频率时，考虑减少药量控制振动量。

    采用爆破地震效应小的爆破方式和方向。在

爆破中，最小抵抗线方向爆破地震效应最小，而

与最小抵抗线相反的方向，地震的强度最大，侧

向地震强度居中。沿炮孔连线方向比垂直该连线

方向的质点振动要小。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 破震动的速度幅值不仅与最大段药量、

测点距爆源的距离有关，而且与自由面

的个数，最小抵抗线的大小有关。

   (2) 依据组成爆破震动信号的不同的频率成

分规定不同的安全标准优于单一参量。

   (3) 在考虑结构物受到的危害时应综合考虑

幅值、频率、持时三要素的影响。

对于周围环境复杂，有重点保护的爆破工程，应

进行震动监测，掌握震动的衰减规律和被保护目

标的响应参量，优化爆破设计方案。

   (4)爆破时，规模越大、炸药量越多，则地震

波的能量越集中在低频区，对周围建筑物的稳定

性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尽可能采用毫秒延期爆

破技术。

   (5)在地震波的运动上，采用方向减震控制，

使附近建筑和民房避开最小抵抗线的相反方向，

有效的保护重点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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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
   民爆企业属于高危行业，企业固有风险较

高，生产、运输、储存、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安全失控、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直接关系到

企业的生存。围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的主题，我觉得应继续加强和完善以下方

面工作：

   一、坚持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人，既要对企业生产经营负责，又要对企业安

全生产负责，要坚决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

业规范、标准及上级文件精神，定期研究布置安

全生产工作，对安全工作做到常抓不懈。

   二、不断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基础

管理，继续完善各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建

立建全《各级人员和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明

确公司各级人员和各部门安全职责，层层签订安

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日常管理工作中要

加强检查和考核，确保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有效

落实。

   三、加强现场管理。对我们民爆企业来说，

安全不安全，首先表现在生产现场，对生产作业

现场要经常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检查出的问题

及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及时整改到位，坚决不拖

延，对重大安全隐患，坚决做到措施、责任、资

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排查治理隐患要时刻

把员工的安全放第一位，使每一们员生命安全不

受威胁。

   四、继续加强关键设备管理，关键设备日常

管理中，严格执行设备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定

期检修，定期强制更换易损零部件，认真做好日

常维护和保养，通过对关键设备的从严管理和精

心维护，避免设备超负荷或带病运转，提高设备

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效保障了生产的正常

进行。

   五、进一步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在做好各部门及班组日常安全教育培训的同时，

着重加强新进、转岗员工的“三级教育”和长假

复工的全员安全教育，保证培训课时，确保培训

率100%。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

及特种作业人员根据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必须

如期参加培训和学习，持有效资格证上岗。要经

常认真组织学习事故案例，民爆行业安全事故

多，全员应深刻反思，引以为戒，采取有效的防

范措施，杜绝一切违规行为，预防安全事故发

生。通过一系列的安全教育培训来提高全体员工

安全责任意识和自身安全素质。

   六、继续保证安全投入，公司应按国家有关

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严格做到专户核

算，专款专用，并列入成本支出。在全额保证常

规安全费用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技术改

造，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七、需修订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教育，并组织演

练，通过演练进一步增强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和

应急救援水平，提高员工自我保护能力。

   安全无小事，生命大于天。面对当前安全生

产形势，我们要全面贯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从实际出发，从自身做起，做到坚守底线，

不越红线，从严管控，合理组织，均衡生产。在

工作中时时刻刻做到提醒自己，盯促他人，把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真正放在心上，守本

职，尽责任，勤于事，敏于行，同心协力守护好

安全。 

      ( 浙江永联民爆遂昌永新分公司：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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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文件
                                 丽水爆协[2017]第6号

                                                                                       

  关于建立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准确掌握全市爆破作业人员的使用现状和动态变化情况，利用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这个平台，

建立结构合理、动态更新的全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库，实现我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全面、准确、实

时、动态的管理和信息资源共享，以帮助解决部分持证待岗、失业的爆破“三大员”再就业问题，

也为会员单位急需爆破“三大员”提供信息支持，有利于爆破作业人员的相对的稳定，促进我市爆

破行业的安全、健康发展。经研究，现就建立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库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入库人员范围

各会员单位爆破作业人员，即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在岗作业人员；2、持证待岗人员；3、上年度考试合格，仍未领证，待领证人员。

    二、报送内容

　　各单位请逐项登记每名爆破作业人员的基本情况，认真填写《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采集

表》（附件一）、《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变动采集表》（附件二），并连同电子版一并上报。

    三、报送时间

   附件一上报时间：请各单位务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纸质《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采集表》

（加盖单位公章）报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街505号，邮编：323000，同时

报送电子版（Excel）至电子信箱：610771746@qq.com 或微信号：ls2353303 。

    附件二《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变动采集表》每季度上报一次。

    四、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建库工作的重要性，即方便别人，也有利于自已，切实负起责任，要

明确专人负责爆破作业人员信息上报工作，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做到不重、不错、不漏，确保信

息全面、真实、有效。

   2、各单位要对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要按时上报，每季更新一次。涉及工作调

动、重大奖惩等信息有变动时要及时进行更新，有符合条件的爆破作业人员要及时入库，保证入、

出库渠道畅通。

    联系人：王艺凯，电话：15990812789，传真：0578-2786247。

    附件一：《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采集表》 

    附件二：《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变动采集表》

    

                                                        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主题词：   爆破作业人员    信息库    通知                                              

抄送：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丽水市爆破行业协会                                                   2017年6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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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采集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
证号

户籍所
在地

文化
程度

从事爆破作业
类别(一人三
员）

爆破作业人员
许可证号或安
全作业证号

上岗情况 联系电
话（手
机）

奖惩
情况在

岗
待
岗

待取
证

辞退
/离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附件二

丽水市爆破作业人员信息变动采集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

证号

户籍所

在地

文化

程度

从事爆破作业

类别(一人三

爆破作业人员许

可证号或安全作

业证号

上岗情况 联系电

话（手

机）

奖惩

情况在

岗

待

岗

待取

证

辞退

/离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做到及时网上申报，及时变更。
    三、抓好单位爆破作业人员和爆破管理人员

（一人三员）静态信息以及历史和动态信息建立

档案，有变更立即申报变更。

   四、加强技能操作培训，使公司内部至少有

三五人会熟练掌握操作手持机、回缴、数据上

报，杜绝操作失误，防止单位卡被锁。

   五、公司加强对三大员思想意识重视作业点

现场民爆物品领取、使用、退库等有关签领手

续，做到账物一致无差错，账本保存二年以上。

   总之重视民爆信息系统管理才能使爆破作业

单位正常施工，企业不受损失。

           作者：  田立中   田瑞华

（接下一页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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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爆企业必须重视民爆信息系统的管理
   现代科技发展神速，日新月异。涉爆企业必

须重视民爆信息系统的管理，如同民爆作业单位

抓安全生产一样重要，这一点可是民爆企业这几

年的同感。

   我们缙云县鑫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爆破

资质营业性叁级。公司全部民爆物品是委托配

送，县内外几十个作业点所用民爆物品向公安部

门申报、审批、购买、运输、入库、回缴、数据

上报、出库配送到各作业点（如有余退回配送公

司）。这全部过程涉及民爆物品的销售公司，配

送公司及爆破作业单位。由于我公司都是委托配

送，民爆物品从购买入库到配送到作业点这期间

工作大部分是配送服务公司代理的，所以以前我

们公司许多涉爆人员及民爆管理人员根本不知道

民爆信息系统入库、回缴、数据上报等网上操作

程序，根本不知道也不重视民爆信息系统管理的

八大功能目标，其具体如下：

   一、绑定责任。进入系统的民爆物品（雷

管）均具有全国唯一标识，系统全面准确的掌握

某一箱（盒、发）雷管在某一时刻与各类人员的

关联关系，即物品与责任人对应。这将显著提高

涉爆从业单位、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意识，增强

民爆管理威慑力。

   二、动态跟踪。涉爆数据及时上报公安机

关，随时掌握各类民爆物品的流量、流向以及责

任的变更与传递。

   三、全程监控。一发雷管从生产下线直至被

爆破员使用，期间经过各个环节、各种操作、各

相关人员均在系统的监控范围内，系统可以描述

完整的涉爆轨迹。

   四、闭环平衡。每一件物品的每一种行为均

涉及至少两个主体：有买必有卖、有发必有领

取、有出库必有入库。系统从一次行为的两个主

体采集数据，使其相互印证，如果其他数据有

误，立即显示预警信息。

   五、安全管理。系统采用的安全措施保证了

信息的安全，可有效防止数据被非法修改或窃

取。

   六、实战应用。系统使各种涉爆因素相互关

联，为涉爆案件的侦破提供信息查询服务，迅速

准确定位相关责任书。

   七、流程控制。系统在民爆物品生产、销

售、购买、运输、出库、入库、领用、发放等环

节均设有控制，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系统将终止

交易进行，杜绝或减少发生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

可能性。

   八、查询对比。及时、准确的查询、查证涉

爆单位、涉爆人员的各类信息。

   一般委托配送加上不了解民爆信息系统八大

功能管理的原因，常会出现人员与信息不符，单

位证件与信息系统有出入，严重的单位卡被锁，

民爆物品购买不到几十个作业点停工停产，作业

单位还受行政处罚，涉爆企业受到重创，所以必

须重视民爆信息系统管理，要像抓安全生产一样

抓民爆信息系统的管理。

   一、正确对待单位卡被锁事件，一旦发生此

事必须心平气和对待。因为这里涉及几个单位方

方面面的事，不能责怪某一个单位，要求员工从

自身角度去检查，因为其他单位是委托配送，为

了方便，好心帮助操作，所以责任不能由他人来

承担。我们公司针对此事专门抽调三至五人，组

织一个回缴查询小组，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使用手

持机、读卡器和单位卡，每次购买过民爆物品第

二天或者第三天，由专人打电话咨询配送公司回

缴没有，督促按时回缴。万一配送公司没有按时

回缴，立即联系，安排本公司员工回缴。外地作

业点，在今后责任书中加一条回缴条款，责任到

人。每次买了民爆物品后，每次查询委托配送单

位回缴没有，加强监管；同时设立专项押金至少

十万元，万一单位卡被锁行政罚款及有关损失有

地方计取，同时数额大、责任人记性会好，就能

杜绝延期回缴。

   二、抓好单位各种有关民爆信息系统各种静

态信息如证件、注册、变更、挂失等等信息变更

      ←（去上一页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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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核发服务指南 
（含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和爆破员、安全员、保管）

丽水市公安局

    一、适用范围

   在本省注册的爆破作业单位（企业或其他合

法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单位法人），为本单位的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等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

款：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销

售、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不得从事爆破作

业。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安

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爆破作业人员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考核合格，取得《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后，

方可从事爆破作业。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GA 

53—2015）8.2.1.1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的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应向单位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爆破

作业人员许可证》申请表（见附录A）及以下材

料：......。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GA 

53—2015）8.2.1.2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应向单位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除提交8.2.1.1规

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符合6.2.1要求的证明材

料，包括：......。

    四、受理机构

    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五、决定机构

    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一）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应满足以下条件：

    1、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70周岁；

   2、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初级/D的,应取得

理学或工学学科范围大学专科学历且从事爆破相

关工作3年以上，或者取得理学或工学学科范围

大学本科学历且从事爆破相关工作1年以上；

   3、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中级/C的,应取得

理学或工学学科范围硕士研究生学历且从事爆破

相关工作2年以上，或者取得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初级/D后连续从事爆破相关工作4年以上且主持

过不少于3项D级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

    4、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高级/B的,应取得

理学或工学学科范围博士研究生学历且从事爆破

相关工作2年以上，或者取得爆破工程技术人员

中级/C后连续从事爆破相关工作4年以上且主持

过不少于3项C级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

    5、申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高级/A的,应取得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高级/B后连续从事爆破相关工

作4年以上且主持过不少于5项B级爆破作业项目

的设计施工；

   6、近3年参与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安全

评估和安全监理的，未发生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7、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每年应参加不少于40学

时的继续教育培训。初次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

可证》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应参加不少于240学

时的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组

织考核合格。

   （二）爆破员、安全员和保管员应满足以下

条件：

    1、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60周岁；

    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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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3年未发生爆破作业责任事故；

   4、初次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爆破

员、安全员和保管员应参加不少于72学时的安全

技术培训，并经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组织考核合

格。每年应参加不少于20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

并经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组织考核合格。

    八、禁止性要求

    （一）无妨碍爆破作业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无刑事处罚记录；

   （四）无涉恐、吸毒等其他不适合从事爆破

作业的情况。

    九、申请材料目录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爆破员、安

全员、保管员，应向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

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申

请表及以下材料：

    （一）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申请人具有符合相关爆破作业培训教

育要求的证明（在浙江省进行培训考核的，不需

要提供，由公安机关在民爆系统内进行核查）；

   （三）申请人与爆破作业单位签订的聘用劳

动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

   （四）爆破作业单位为申请人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

会保险的证明；

   （五）爆破作业单位聘用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人员和退休人员等不能提供（三）（四）项材

料的，应提供爆破作业单位的聘任协议以及现或

原所在单位的同意受聘证明或退休证明。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爆破工程技术人

员，应向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

请，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证明材

料，包括：

   （一）资历证明方面的材料，包括学历、学

位证书，从事爆破作业的时间、经历和获奖证

明；

   （二）工作业绩证明方面的材料，包括主持

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的证明、设计文件。

    十、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网上申请/现场提交纸质申报材

料；

    民爆系统网络服务平台企业端地址：

http://www.zjsgat.gov.cn:8863/mbxtwlfwpt；

    联系电话：2786278

   办公地址：莲都区人民路505号丽水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505室。

    传真：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在民爆系统网络服务平台企业端网上申请

/现场提交纸质申报材料—网上确认受理—公安

机关审查—审批/网上确认—送达。

十二、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现场办理。

    十三、办结时限

   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法定期限

为10日）。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审批结果

  （一）决定许可的，网上确认许可，发放《爆

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二）不予许可的，网上确认不许可，说明不

予许可的理由。

   十六、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

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

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

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

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

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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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

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八、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2786278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省厅，0571-87286767；各地，由

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公布。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莲都区人民路505号丽水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505室。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

2:30-5:3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办理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爆破作业单位企业向公安机关申请在本省境

内的爆破作业项目许可。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 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

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向爆破作业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和具有相应资质的

安全评估企业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报

丽水市公安局
告。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作出批准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

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二）《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GA 

991—2012）5.1.2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

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的，爆破作业单位应向

爆破作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提交《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审批表》（见附录A）

及下列材料：

   1、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单位持有

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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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2、设计施工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爆破作业

合同；

   3、安全评估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安全评估

合同；

   4、安全监理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安全监理

合同；

   5、安全评估单位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方案

的安全评估报告。

  （三）《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GA 991—

2012）5.1.3审批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在受理

申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作

出批准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

    四、受理机构

爆破作业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五、决定机构

爆破作业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六、数量限制

    无。

    七、申请条件

   （一）实施爆破作业的地点在城市、风景名

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

    （二）爆破作业项目合法；

   （三）签订有效的爆破作业合同，爆破作业

设计施工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四）爆破设计施工方案已通过安全评估，

爆破安全评估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五）已经签订爆破安全监理合同，爆破安

全监理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八、禁止性要求

    无。

    九、申请材料目录

    （一）《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审批表》；

   （二）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单位

持有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

复印件；

   （三）设计施工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爆破

作业合同；

   （四）安全评估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安全

评估合同；

  （五）安全监理单位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安全监

理合同；

  （六）安全评估单位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方

案的安全评估报告。

注：申请资料中审批表、爆破作业合同、安全评

估合同、安全监理合同、安全协议必须提供原

件，其他各类证件和证明资料为复印件。

    十、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网上办理 + 现场提交纸质申报

资料；

    民爆系统网络服务平台企业端地址：

http://www.zjsgat.gov.cn:8863/mbxtwlfwpt；

    联系电话：2786278；

   办公地址：莲都区人民路505号丽水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505室。

    传真：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在民爆管理信息系统网上申报/到受理的公安

机关递交申报资料—系统确认受理—资料审查和

现场勘查—审批/系统确认—送达。

    十二、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网上办理等方式。

    十三、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

承诺时限：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决定。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审批结果

  （一）决定许可的，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

系统上确定许可；出具《民用爆炸物品行政许可

事项批准决定书》，发放《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审

批表》；

  （二）不予许可的，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

系统上确定不许可；出具《民用爆炸物品行政许

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其中说明不予许可的

理由。

    十六、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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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

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

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关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

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

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

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四）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

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八、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2786278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省厅，0571-87286767；各地，由

设区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公布。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莲都区人民路505号丽水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505室。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

3:00-6:00。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电话查询：278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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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水 市 公 安 局 文 件
                                 丽公通字〔2015〕62号
                                                                                       

   丽水市公安局关于印发《丽水市爆破作业现场视频监管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安（分）局：

     现将《丽水市爆破作业现场视频监管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丽水市公安局

                                                                   2015年6月16日

 

抄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市安委办，市安监局；    各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

丽水市爆破作业现场视频监管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丽水地处浙江西南山区，市域面积

1.73万平方公里，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

市，其中山地占88.42%，即将步入“海陆空”时

代，涉爆重点工程点多线长，全市公安机关民爆

物品监管压力逐年递增，为加强对爆破作业现场

的安全监管，防止民用爆炸物品肇事、丢失、被

盗、被抢等涉爆案件、事故发生，推动爆破作业

现场视频记录仪、3G/4G图像传输系统建设与应

用，实现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工作科技化、检查远

程化、管理实时化，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条例》、《爆破安全规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全市范围内爆破

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管工作，意见中的爆破作业现

场是指岩土、拆除、特种爆破等各类作业现场，

含在露天矿山、交通、能源、水利、电力、农

业、林业、建筑等行业实施的爆破作业。

   第三条　爆破作业现场视频监管是指爆破作

业单位自行采购、自行管理可升级为3G/4G图像

传输的视频记录仪若干台、图像数据传输服务终

端等视频设备，保存每次爆破作业视频供公安机

关监管民警抽查。硬件建设分为视频记录仪、

互联网3G/4G图像传输系统、入公安专网3G/4G

图像传输系统三种。目前要求爆破作业单位使用

视频记录仪并刻录DVD光盘或移动硬盘保存，自

行存档备查；待条件成熟后，再推行使用互联网

3G/4G图像传输系统、入公安专网3G/4G图像传输

系统，公安机关可随时网上巡查。凡图像数据接

入公安信息网的，应当按照省厅、市局有关规

定，采取科技项目公开招标形式，经本级公安信

息通信部门批准、授权，方可入公安信息网。

   第四条　本地或异地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在

本市范围内实施爆破作业，应按照本指导意见要

求，在爆破作业现场使用视频设备，可自主选择

视频设备供应商和移动通信服务商，配置数量根

据爆破作业客观情况决定，确保所有爆破作业点

纳入视频监管。

   第五条　视频监管严格按照“设备跟着爆破

作业走”的原则，只要有爆破作业行为的，视频

设备应当配套使用且拍摄过程不得中断。为确保

公安机关及时掌握辖区的爆破作业情况，各地配

送单位和爆破作业单位应建立爆破器材配送和使

用情况报告制度。

  （一）配送单位每日报告制度。即由配送单位

建立短信/微信平台，在每日下午将次日配送计

划（包括计划配送的爆破作业点、各作业点的配

送数量、配送时间）以短信/微信形式报送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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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队、属地派出所的分管领导和民警。

   （二）爆破作业单位每次报告制度。每次爆

破作业，在配送公司将爆炸物品运送至作业点

后，爆破作业单位及时将接收的爆破器材具体数

量和爆破作业结束后的爆破器材清退等情况以短

信/微信形式报送至有关分管领导和民警。爆破

作业分方案需审批的，提前一日向审批公安机关

申请；爆破作业分方案需备案的，提前一日向辖

区派出所报备。（爆破作业分方案内容至少包

括：设计和审核人签字盖章、爆破时间、地点、

指标、参数、起爆网路图、防护图、警戒图等）

第六条　爆破作业现场的视频监控要求做到“六

个一”：

   1.每个爆破作业单位确定一名视频图像信息

管理员，具体负责管理爆破作业分方案与爆破视

频一一对应档案；

   2.每个爆破作业现场应当配置一套视频设

备，至少包括一个录像记录仪和三脚架；

   3.每个爆破作业现场配置一名拍摄人员，在

安全距离进行拍摄，对爆破器材搬运和爆破作业

全程跟踪拍摄；

   4.每次爆破作业必须保存一次拍摄视频，由

爆破作业单位留存30日以上备查；

   5.爆破作业单位要购置足够数量的刻录DVD光

盘或一个T级以上硬盘或租用公众移动通信服务

商的储存空间；

   6.爆破作业单位每次作业结束后对设备进行

一次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第七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落实与设备数量对

等的拍摄人员，接受业务培训，熟练应用视频设

备，确保现场视频监管真正落实到位。

   第八条　视频图像信息不得删除、修改或添

加，除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外，其他单位、人员非

经分管治安部门的局领导同意不得拷贝、剪辑、

修改、清空和删除。

   第九条　爆破作业人员着装规定和设备参数

要求：

   1.防静电服装要求：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着黄

色背心，安全员着绿色背心，爆破员着红色背

心，保管员着蓝色背心，前后标注爆破工程技术

人员、安全员、爆破员、保管员字样，字体大小

达到录像画面能辨别人员类别程度。相互之间不

得混穿，严禁无着装、无证人员上岗爆破操作，

严禁擅自离开作业面。

   2.安全帽要求：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

员、爆破员、保管员统一着红色安全帽。爆破安

全监理着白色安全帽。

   3.视频记录仪参数要求：可靠实用、简单易

操作；具备较好的拍摄清晰度；存储容量能满足

爆破作业现场全程拍摄需要且不低于10小时；电

池或可外接移动电源供电不低于10小时；具有夜

视、防水、防尘及较好的防撞、防摔功能；具有

3G/4G图像传输功能接口。

           第二章　现场操作

    第十条　爆破作业现场视频设备操作要求：

   （一）爆破作业项目经公安机关审批或备案

后，必须按照爆破设计方案，对被爆体进行炮孔

布置、钻孔作业和安全防护。经公安机关审批的

爆破作业项目，设备操作人员应对炮孔布置、钻

孔作业和安全防护作业进行全程录像，做好记录

并保存《炮孔布置图》；经公安机关备案的深孔

爆破、浅孔爆破、桩井爆破、拆除爆破等作业项

目，根据需要对炮孔布置、钻孔作业和安全防护

作业进行录制。可在作业前用三脚架固定好视频

设备，结束带回。

   （二）民爆物品送达爆破作业现场前，设备

操作人员应录制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安全员、爆

破员、保管员到位和着装情况，确保相关责任人

员到场到岗。之后，设备操作人员应对验孔过程

进行全程录像：爆破作业人员应对炮孔逐个测量

验收，做好记录并保存《炮孔验收表》，对验收

不合格的炮孔，应按设计要求当场进行纠正。

   （三）民爆物品送达爆破作业现场时，设备

操作人员应对民爆物品的“装卸交接”、“现场

存放”、“领用发放”、“搬运装药”、“填

塞”、“ 网路连接（爆体防护）”、“安全警

戒”、“起爆”、“爆后检查”、“清退回库”

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监控，保持画面清楚、监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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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

   1.装卸交接。民爆物品送达爆破作业现场临

时存放地点（作业面）时，视频操作员必须打开

视频设备，录制装卸区域情况：在场的爆破工程

技术人员、安全员（爆破安全监理人员）、爆破

员、保管员到位和着装情况，配送车辆、随车保

管员、驾驶员到位情况。然后录制民爆物品清点

卸载情况：随车保管员将当日所需民爆物品如数

在警戒范围内移交给爆破作业单位现场保管员，

安全员（爆破安全监理人员）在场监督移交过

程，随车保管员、爆破作业单位现场保管员、安

全员（爆破安全监理人员）、爆破员分别在配送

单上签名，严禁代签、补签。

   2.现场存放、领用发放。录制爆破作业单位

现场保管员对收存的民爆物品进行现场查验、清

点核对、登记造册并由随车保管员、爆破作业单

位现场保管员、安全员、爆破员在爆炸物品流向

登记账本上签名确认，爆破作业单位现场保管员

对民爆物品在临时存放点进行专职守护过程。录

制爆破员、安全员每次领用爆破器材在爆炸物品

流向登记账本上实时签字情况及领用民爆物品数

量，禁止先领用，事后补签。

   3.搬运装药、填塞、网路连接（爆体防

护）、安全警戒、起爆。录制搬运民爆物品到作

业面过程，对使用炸药量较大、确需使用其他人

员参与搬运的，搬运人员应无违法犯罪记录，并

经爆破作业单位对其进行民用爆炸物品基本常识

教育培训后，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审查备

案，只允许背运或挑运原包装炸药。雷管及拆箱

炸药必须由爆破作业人员搬运。在警戒范围周边

录制爆破员、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炮孔装药、

填塞、敷设爆破网路（爆体防护），安全员（爆

破安全监理人员）现场监督等情况，做好记录并

保存《炮孔装药表》、《爆破网路连接图》；录

制爆破员、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在人员稀少的安全

地方，组装和搬运起爆药包，安全员（爆破安全

监理人员）负责监督等情况；预警信号发出后，

录制安全警戒人员执行清场、派出岗哨、临时交

通管制工作情况后，视频操作员随安全员、爆

破员撤离至安全地点。有条件的应该摄录起爆情

况。

   4.爆后检查。爆破后，检查人员按规定进入

爆破作业点，确认无盲炮，向爆破现场技术负责

人口头汇报检查结果；如有盲炮，应录制处理过

程至完毕；在清渣时要有爆破员或安全员（爆破

安全监理人员）跟踪检查。视频设备操作员在安

全范围内录制以上爆后检查全过程。

   5.清退回库。装药结束后，应清退作业面剩

余民爆物品，录制爆破作业单位现场保管员清点

民爆物品、爆破员、安全员在爆炸物品流向登

记账本上签字等全过程；未经区、县（市）公安

机关批准，不得就近临时存放剩余民爆物品，应

锁入现场作业箱清退回至本爆破作业单位租用或

自有的民爆物品仓库保管，视频设备操作员应录

制保管员登记应退库的民爆物品的品种、数量情

况；录制爆破作业单位现场保管员、安全员（爆

破安全监理人员）、爆破员、接收单位随车保管

员在清退单上签字过程。

            第三章　安全监督

   第十一条　爆破作业现场视频设备使用单位

为爆破作业单位，爆破作业项目技术负责人为视

频设备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爆破作业单位应

建立爆破作业分方案和每次爆破作业录像一一对

应档案管理制度。爆破安全监理人员除依规开展

现场安全检查管理外，应对现场录像资料进行查

看，及时发现、整改违规作业等行为和安全隐

患，发现违法行为的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二条　各级公安机关要立足岗位职责，

充分履职，分级负责，形成合力，积极推动视频

监管在民爆物品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治安大

队会同辖区派出所监督爆破作业单位购置视频设

备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视频设备和服装头盔提

出整改意见。因主观原因未完成配备的，采取相

应措施。

   （一）市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应做好以下工

作：

    1.督促、指导全市爆破作业现场视频监管推

进工作，保障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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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定期抽查爆破作业现场实地和录像资

料。发现违规操作行为的，通知所在地县级公安

机关治安部门当场予以整改，依法依规处理。

   3.一年内爆破作业人员违规操作每被行政处

罚一次，每年再培训增加20学时；构成违法犯罪

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及其所属爆破作业单

位的法律责任。一年内爆破作业单位违反民爆物

品管理规定每被行政处罚一次，在资质升级情况

核查时，将当年处罚记录如实反馈发证机关；违

反市局诚信机制管理规定，被列入黑名单的，在

资质升级情况核查时，将单位历年被行政处罚记

录如实反馈发证机关，并提出不予升级的建议。

   （二）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应做好以下工

作：

    1.监督爆破作业单位配齐视频设备。

   2.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爆破作业现场实地和录

像资料。对发现的问题要即时责令当场整改；违

规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对诚信等

级C、D级或列入黑名单、被行政处罚一次以上

的、内部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较多、问题突出

的单位、仓库、项目，加大检查频率，可以随时

查、反复查、连续查。

    3.监督企业建立爆破作业现场视频信息库。

   （三）县级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应做好以下

工作：

    1.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爆破作业现场实地和视

频资料。对发现的问题要即时责令当场整改；

违规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对诚信

等级C、D级或列入黑名单、被行政处罚一次以上

的、内部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较多、问题突出

的单位、仓库、项目，加大检查频率，可以随时

查、反复查、连续查。

   2.配合上级治安部门做好本指导意见的贯彻

执行。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以下行为：

   1.买卖、散发、非法播放爆破作业现场视频

图像资料。

   2.故意隐匿、毁弃爆破作业现场视频设备采

集的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的录像资料。

    3.拒绝、阻碍治安部门依法使用视频设备。

    4.影响视频设备正常使用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本指导意见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由丽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解释，国家法律、

法规或公安部另有规定的，以法律、法规或公安

部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指导意见自2015年8月10日起

施行。

 附件：1. 炮孔布置图

       2. 炮孔验收表

　　　 3．炮孔装药表

　　　 4．爆破网路连接图

　　　 5．爆体防护验收表

　　　 6．丽水市爆破作业现场检查表

　　　 7．丽水市民用爆炸物品储存仓库检查表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33000-2016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T/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8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国

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樊晶光、侯茜、贾世

国、叶坚新、张雪中、邬开发、刘宝静、杨松

柳。

     1、范围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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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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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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

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893 安全色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5768 （所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

全标识  

GB/T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  

GB/T15499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  

GB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  

GB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AQ303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

术规范  

AQ/T9004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AQ/T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  

AQ/T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规范  

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

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

分：物理因素  

GBZ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203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

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Chin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企业通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

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

职业卫生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

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

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3.2安全生产绩效 work safety performance  

   根据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目标，在安全生

产、职业卫生等工作方面取得的可测量结果。  

   3.3企业主要负责人 key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enterprise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

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长，

以及对生产经营活动有决策权的实际控制人。  

    3.4相关方 related party  

   工作场所内外与企业安全生产绩效有关或受

其影响的个人或单位，如承包商、供应商等。  

    3.5承包商 contractor  

   在企业的工作场所按照双方协定的要求向企

业提供服务的个人或单位。  

    3.6供应商 supplier  

   为企业提供材料、设备或设施及服务的外部

个人或单位。  

    3.7变更管理 management of change  

   对机构、人员、管理、工艺、技术、设备设

施、作业环境等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变化进行有计

划的控制，以避免或减轻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3.8风险 risk；hazard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

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性

的组合。  

   3.9安全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hazard 

assessment  

   运用定性或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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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确定其严重程度，对现有控制措施的

充分性、可靠性加以考虑，以及对其是否可接受

予以确定的过程。  

   3.10安全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hazard 

management  

   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安全风险控

制的优先顺序和安全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改善

安全生产环境、减少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目

标。  

    3.11工作场所 workplace  

   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活动，并由企业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所有工作点。  

    3.12作业环境 working environment  

   从业人员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及相关

联的场所，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健康和工作能

力，以及对设备（设施）的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的

所有自然和人为因素。  

    4、一般要求  

    4.1原则  

   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应遵循“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以安全风险管理、隐患排查治理、

职业病危害防治为基础，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

心，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不断

提升安全生产绩效，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

障人身安全健康，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

行。  

    4.2建立和保持  

    企业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

“PDCA”动态循环模式，依据本标准的规定，结

合企业自身特点，自主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通过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

善，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安全生产

绩效。  

    4.3自评和评审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

采用企业自评和评审单位评审的方式进行评估。  

    5、核心要求  

   5.1目标职责 

    5.1.1目标  

   企业应根据自身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文件化

的总体和年度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目标，并纳入

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目标。明确目标的制定、分

解、实施、检查、考核等环节要求，并按照所

属基层单位和部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承担的职

能，将目标分解为指标，确保落实。  

   企业应定期对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目标、指

标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并结合实际及时进

行调整。  

    5.1.2机构和职责  

    5.1.2.1机构设置  

   企业应落实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

全生产委员会，并应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安全生产

和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配备相应的专职或兼职

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按照有关规定配

备注册安全工程师，建立健全从管理机构到基层

班组的管理网络。  

    5.1.2.2主要负责人及领导层职责  

   企业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和职业卫

生工作，并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  

   分管负责人应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

和职业卫生工作负责。  

   各级管理人员应按照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责

任制的相关要求，履行其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职

责。  

    5.1.3全员参与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责任

制，明确各级部门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和职业

卫生职责，并对职责的适宜性、履行情况进行定

期评估和监督考核。  

   企业应为全员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工作

创造必要的条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从业

人员积极建言献策，营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全

员重视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良好氛围，不断改

进和提升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5.1.4安全生产投入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按照有

关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并建立使用台

账。  



丽水工程爆破                                                                   标 准 规 范 

2017年第一期 /57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相关

保险费用。企业宜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5.1.5安全文化建设  

   企业应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确立本企业的安

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防治理念及行为准则，并教

育、引导全体人员贯彻执行。  

   企业开展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应符合AQ/

T9004的规定。  

    5.1.6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利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开展安全生产电子台账

管理、重大危险源监控、职业病危害防治、应急

管理、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自查自报、安全生产

预测预警等信息系统的建设。  

    5.2制度化管理  

    5.2.1法规标准识别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的管理制度，明确主管部门，确定获取

的渠道、方式，及时识别和获取适用、有效的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建立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清单和文本数据库。  

   企业应将适用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转化为本单位的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并及时传达给相关从业人员，确

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5.2.2规章制度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

度，并征求工会及从业人员意见和建议，规范安

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企业应确保从业人员及时获取制度文本。  

   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内容：  

——目标管理；  

一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责任制；

一安全生产承诺；  

一安全生产投人；  

一安全生产信息化；  

一四新(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设施)

管理；  

一文件、记录和档案管理；  

一安全风险管理、隐患排査治理；  

一职业病危害防治；  

一教育培训；  

一班组安全活动；  

一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

时”管理；  

一设备设施管理；  

一施工和检维修安全管理；  

一危险物品管理；  

一危险作业安全管理；  

一安全警示标志管理；  

一安全预测预警；  

一安全生产奖惩管理；  

一相关方安全管理；  

一变更管理；  

一个体防护用品管理；  

一应急管理；  

一事故管理；  

一安全生产报告；  

一绩效评定管理。  

    5.2.3操作规程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结合本企业生产工

艺、作业任务特点以及岗位作业安全风险与职业

病防护要求，编制齐全适用的岗位安全生产和职

业卫生操作规程，发放到相关岗位员工，并严格

执行。  

   企业应确保从业人员参与岗位安全生产和职

业卫生操作规程的编制和修订工作。  

   企业应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

设施投入使用前，组织制修订相应的安全生产和

职业卫生操作规程，确保其适宜性和有效性。  

    5.2.4文档管理  

    5.2.4.1记录管理  

   企业应建立文件和记录管理制度，明确安全

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编制、评

审、发布、使用、修订、作废以及文件和记录管

理的职责、程序和要求。  

   企业应建立健全主要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过

程与结果的记录，并建立和保存有美记录的电子



                                                                                   丽水工程爆破标 准 规 范  

58/ 2017年第一期

档案，支持査询和检索，便于自身管理使用和行

业主管部门调取检査。  

    5.2.4.2评估  

   企业应每年至少评估一次安全生产和职业卫

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

适用性、有效性和执行情况。  

    5.2.4.3修订  

   企业应根据评估结果、安全检査情况、自评

结果、评审情况、事故情况等，及时修订安全生

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5.3教育培训  

    5.3.1教育培训管理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培训。培训大纲、内容、时间应满足

有关标准的规定。  

   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应包括安全生产和职业卫

生的内容。  

   企业应明确安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定期识

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实施安全教育培训

计划，并保证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资源。  

   企业应如实记录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培训情况，建立安全教育增训档案和从业人员个

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

改进。  

    5.3.2人员教育培训  

    5.3.2.1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

备与本企业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

生产和职业卫生知识与能力。  

   企业应对各级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确保

其具备正确思行岗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职责的

知识与能力。  

   法律法规要求考核其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知

识与能力的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经考核合格。  

    5.3.2.2从业人员  

   企业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

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满足岗位要求的安

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和

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掌握

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职业危害防护技能、安

全风险辨识和管控方法，了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

措施，并根据实际需要，定期进行复训考核。

   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应上

岗作业。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金属冶炼等企业应对新上岗的临时工、合同工、

劳务工、轮换工、协议工等进行强制性安全培

训，保证其具备本岗位安全操作、自救互救以及

应急处置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后，方能安排上岗作

业。  

   企业的新入厂（矿）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

厂（矿）、车间（工段、区、队）、班组三级安

全培训教育，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学时和内容应符

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投

入使用前，企业应对有关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

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确保其具备相应的

安全操作、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从业人员在企业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

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重新进行车间（工段、

区、队）和班组级的安全教育培训。  

   从事特种作业、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应按照

有关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考核合格，

取得相应资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并定期接受复

审。  

   企业专职应急救援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经

专门应急救擾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并

定期参加复训。  

   其他从业人员每年应接受再培训，再培训时

间和内容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  

    5.3.2.3其他人员教育培训  

   企业应对进入企业从事服务和作业活动的承

包商、供应商的从业人员和接收的中等职业学

校、高等学校实习生,进行入厂（矿）安全教育

培训，并保存记录。  

   外来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前，应由作业现场所

在单位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保存记录。主

要内容包括：外来人员入厂（矿）有关安全规

定、可能接触到的危害因素、所从事作业的安全

要求、作业安全风险分析及安全控制措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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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害防护措施、应急知识等。  

   企业应对进入企业检査、参观、学习等外来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安全规定、

可能接触到的危险有害因素、职业病危害防护措

施、应急知识等。  

    5.4现场管理  

    5.4.1设备设施管理  

    5.4.1.1设备设施建设  

   企业总平面布置应符合GB50187的规定，建筑

设计防火和建筑灭火器配置应分别符合GB50016

和GB50140的规定；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

病防护设施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安全生

产、职业病危害评价，严格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査、施工、试运行、

竣工验收等管理程序。  

    5.4.1.2设备设施验收  

   企业应执行设备设施采购、到货验收制度，

购置、使用设计符合要求、质量合格的设备设

施。设备设施安装后企业应进行验收，并对相关

过程及结果进行记录。  

    5.4.1.3设备设施运行  

   企业应对设备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设

备设施管理台账。  

   企业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各种安全设施以及检

测与监测设备，定期检查维护并做好记录。  

   企业应针对高温、高压和生产、使用、储存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等高风险设备，以

及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

建立运行、巡检、保养的专项安全管理制度，确

保其始终处于安全可靠的运行状态。  

   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不应随意拆除、

娜用或弃置不用；确因检维修拆除的，应采取临

时安全措施，检维修完毕后，立即复原。  

    5.4.1.4设备设施检维修  

   企业应建立设备设施检维修管理制度，制定

综合检维修计划，加强日常检维修和定期检维修

管理，落实“五定”原则，即定检维修方案、定

检维修人员、定安全措施、定检维修质量、定检

维修进度，并做好记录。  

   检维修方案应包含作业安金风险分析、控制

措施、应急处置措施及安全验收标准。检维修

过程中应执行安全控制措施，隔离能量和危险

物质，并进行监督检査，检维修后应进行安全

确认。检维修过程中涉及危险作业的，应按照

5.4.2.1执行。  

    5.4.1.5检测检验  

    特种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具有专业资

质的检测、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测、检验。涉及

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祥石油开采特种设备

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应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或相关安全使用证。  

    5.4.1.6设备设施拆除、报废  

   企业应建立设备设施报废管理制度。设备设

施的报废应办理审批手续，在报废设备设施拆除

前应制定方案，并在现场设置明显的报废设备

设施标志。报废、拆除涉及许可作业的，应按照    

5.4.2.1执行，并在作业前对相关作业人员进行

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报废、拆除应按方案和许

可内容组织落实。  

    5.4.2作业安全  

    5.4.2.1作业环境和作业条件  

   企业应事先分析和控制生产过程及工艺、物

料、设备设施、器材、通道、作业坏境等存在的

安全风险。  

   生产现场应实行定置管理，保持作业环境整

洁。  

   生产现场应配备相应的安全、职业病防护用

品(具)及消防设施与器材，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应

急照明、安全通道，并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企业应对临近高压输电线路作业、危险场所

动火作业、有（受）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

业、爆破作业、封道作业等危险性较大的作业活

动，实施作业许可管理，严格履行作业许可审批

手续。作业许可应包含安全风险分析、安全及职

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应急处置等内容。作业许可

实行闭坏管理。  

   企业应对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条件等进行

作业前的安全检査，做到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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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并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作业人

员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及职业病危害防

护措施。  

   企业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对设备能

量和危险有害物质进行屏蔽或隔离。  

   两个以上作业队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作

业活动时，不同作业队伍相互之间应签订管理协

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管理职责和

采取的有效措施，并指定专人进行检査与协调。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单位的

特殊作业，应符合GB30871的规定。  

    5.4.2.2作业行为  

   企业应依法合理进行生产作业组织和管理，

加强对从业人员作业行为的安全管理，对设备设

施、工艺技术以及从业人员作业行为等进行安全

风险辨识，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作业行为安全

风险。  

   企业应监督、指导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和

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杜绝违章指挥、

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行为。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配备与岗位安全风险相适

应的、符合GB/T11651规定的个体防护装备与用

品，并监督、指导从业人员按照有关规定正确佩

戴、使用、维护、保养和检査个体防护装备与用

品。  

    5.4.2.3岗位达标  

   企业应建立班组安全活动管理制度，开展岗

位达标活动，明确岗位达标的内容和要求。 

   从业人员应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职责、安全

生产和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安全风险及管控措

施、防护用品使用、自救互救及应急处置措施。  

   各班组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和职业

卫生教育培训、安全操作技能训练、岗位作业危

险告知、作业现场隐患排查、事故分析等工作，

并做好记录。  

    5.4.2.4相关方  

   企业应建立承包商、供应商等安全管理制

度，将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安全生产和职

业卫生纳入企业内部管理，对承包商、供应商等

相关方的资格预审、选择、作业人员培训、作业

过程检査监督、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绩效评估、

续用或退出等进行管理。  

   企业应建立合格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

名录和档案，定期识别服务行为安全风险，并采

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企业不应将项目委托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

全生产、职业病防护条件的承包商、供应商等相

关方。企业应与承包商、供应商等签订合作协

议，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及职业病防护的责

任和义务。  

   企业应通过供应链关系促进承包商、供应商

等相关方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  

    5.4.3职业健康  

    5.4.3.1基本要求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职业卫生要求的

工作环境和条件，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从业人员提

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建立、健全职业

卫生档案和健康监护档案。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应设置相应的职

业病防护设施，并符合GBZ1的规定。  

   企业应确保使用有毒、有害物品的作业场所

与生活区、辅助生产区分开，作业场所不应住

人；将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高毒工作场所

与其他工作场所隔离。  

   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有毒、有害工作

场所，应设置检验报警装置，制定应急预案，配

置现场急救用品、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

要的泄险区，定期检查监测。  

   企业应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

间、特殊情况应急后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从业人员并存档。对检查结

果异常的从业人员，应及时就医，并定期复查。    

企业不应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应安排有职业禁忌的

从业人员从事禁忌作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监

护应符合GBZ188的规定。  

   各种防护用品、各种防护器具应定点存放在

安全、便于取用的地方，建立台账，并有专人负

责保管，定期校验、维护和更换。  

   涉及放射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素运输、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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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企业，应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为接触

放射线的从业人员佩带个人剂量计。  

    5.4.3.2职业危害告知  

   企业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将工作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和防护措施

如实告知从业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

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存在或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设施，应在醒

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使用有毒

物品作业场所，应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

识和中文警示说明，高毒作业场所应设置红色区

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通

讯报警设备。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

应符合GBZ/T203的规定。  

    5.4.3.3职业病危害申报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向所在地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并

及时更新信息。  

    5.4.3.4职业病危害检测与评价  

   企业应改善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条件，控制职

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不超过GBZ2.1、GBZ2.2

规定的限值。  

   企业应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

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应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

定期检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应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3年至少进行

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人

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监管部门报告，向从业

人员公布。  

   定期检测结果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液度或强度

超过职业接触限值的，企业应根据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提出的整改建议，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

况，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立即进行整改。 

整改落实情况应有明确的记录并存入职业卫生档

案备査。  

    5.4.4警示标志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和工作场所的安全风险

特点，在有重大危险源、较大危险因素和严重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设置明显的、符合有

关规定要求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

识。其中，警示标志的安全色和安全标志应分别

符合GB2893和GB2894的规定，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应符合GB5768（所有部分）的规定，工业管道

安全标识应符合GB7231的规定，消防安全标志应

符合GB13495.1的规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应符合GBZ158的规定。安全警示标志和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应标明安全风险内容、危险程

度、安全距离、防控办法、应急措施等内容，在

有重大隐患的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上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标明治理责任、期限及应急措施；在有

安全风险的工作岗位设置安全告知卡，告知从业

人员本企业、本岗位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后果、

事故预防及应急措施、报告电话等内容。  

   企业应定期对警示标志进行检査维护，确保

其完好有效。  

   企业应在设备设施施工、吊装、检维修等作

业现场设置警戒区域和警示标志，在检维修现场

的坑、井、渠、构、陡坡等场所设置围栏和警示

标志，进行危险提示、警示，告知危险的种类、

后果及应急措施等。  

    5.5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5.5.1安全风险管理  

    5.5.1.1安全风险辨识  

   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辨识管理制度，组织全

员对本单位安全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辨识。  

   安全风险辨识范围应覆盖本单位的所有活动

及区域，并考虑正常、异常和紧急三种状态及过

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安全风险辨识应采用

适宜的方法和程序，且与现场实际相符。  

   企业应对安全风险辨识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整理和归档。  

    5.5.1.2安全风险评估  

   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制度，明确安

全风险评估的目的、范围、频次、准则和工作程

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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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选择合适的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定期

对所辨识出的存在安全风险的作业活动、设备设

施、物料等进行评估。在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时，

至少应从影响人、财产和坏境三个方面的可能性

和严重程度进行分析。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生产、储存企

业，每3年应委托具备规定资质条件的专业技术

服务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安全评

价。  

    5.5.1.3安全风险控制  

   企业应选择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控制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等，对安全风险进行控制。  

   企业应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生产经营状

况等，确定相应的安全风险等级，对其进行分级

分类管理，实施安全风险差异化动态管理，制定

并落实相应的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企业应将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所采取的控制

措施告知相关从业人员，使其熟悉工作岗位和作

业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掌握、落实应采取的

控制措施。  

    5.5.1.4变更管理  

   企业应制定变更管理制度。变更前应对变更

过程及变更后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制

定控制措施，履行审批及验收程序，并告知和培

训相关从业人员。  

    5.5.2重大危险源辨识和管理  

   企业应建立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全面辨识

重大危险源，对确认的重大危险源制定安全管理

技术措施和应急预案。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按照GB18218的规

定，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和管理。  

   企业应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设置重

大危险源监控系统，进行日常监控，并按照有关

规定向所在地安全监管部门备案。重大危险源安

全监控系统应符合AQ3035的技术规定。  

   含有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应将监控中心（室）

视频监控资料、数据监控系统状态数据和监控数

据与有关监管部门监管系统联网。  

    5.5.3隐患排查治理  

    5.5.3.1隐患治理  

   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逐渐建立并

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位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

理和防控责任制。并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实行隐患

闭环管理。  

   企业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组

织制定各部门、岗位、场所、设备设施的隐患排

查治理标准或排查清单，明确隐患排查的时限、

范围、内容和要求，并组织开展相应的培训。隐

患排查的范围应包括所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场

所、人员、设备设施和活动，包括承包商和供应

商等相关服务范围。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安全生产的需要

和特点，采用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季节性检

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等不同方式进行隐患

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按照隐患的等级进行记

录，建立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

控治理。组织有关人员对本企业可能存在的重大

隐患作出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企业应将相关方排查出的隐患统一纳入本企

业隐患管理。  

    5.5.3.2隐患治理  

   企业应根据隐患排查的结果，制定隐患治理

方案，对隐患及时进行治理。  

   企业应按照责任分工立即或限期组织整改一

般隐患。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并实施重大隐患

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应包括目标和任务、方法和

措施、经费和物资、机构和人员、时限和要求、

应急预案。  

   企业在隐患治理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监控

防范措施。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

全的，应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疏散可能

危及的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停

止使用相关设备、设施。  

    5.5.3.3验收与评估  

   隐患治理完成后，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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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进行评估、验收。重大隐患治理完成后，

企业应组织本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和有关技术人

员进行验收或委托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

术、管理服务的机构进行评估。

    5.5.3.4信息记录、通报和报送  

   企业应如实记录隐患排査治理情況，至少每

月进行统计分析，及时将隐患排査治理情况向从

业人员通报。  

   企业应运用隐患自查、自改、自报信息系

统，通过信息系统对隐患排査、报告、治理、销

账等过程进行电子化管理和统计分析，并按照当

地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定期或实时

报送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5.5.4预测预警  

   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安全风险管理及

隐患排查治理、事故等情况，运用定量或定性的

安全生产预测预警技术，建立体现企业安全生产

状况及发展趋势的安全生产预测预警体系。  

    5.6应急管理  

    5.6.1应急准备  

    5.6.1.1应急救援组织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应急管理组织机构

或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建立与本企业安

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按

照有关规定可以不单独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应

指定兼职救援人员，并与邻近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签订应急救援服务协议。  

    5.6.1.2应急预案  

   企业应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査

的基础上，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制定符合GB/T29639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针对安全风险较大的重点场所（设施）制定

现场处置方案，并编制重点岗位、人员应急处置

卡。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当地主管

部门备案,并通报应急救援队伍、周边企业等有

关应急协作単位,,企业应定期评估应急预案，及

时根据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

善，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修订的应急预案及时报当

地主管部门备案。  

    5.6.1.3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企业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

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

资，建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

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  

    5.6.1.4应急演练  

   企业应按照AQ/T9007的规定定期组织公司

(厂、矿)、车间(工段、区、队)、班组开展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做到一线从业人员參与应急

演练全覆盖，并按照AQ/T9009的规定对演练进行

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和演练发现的问题，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准备工作。  

    5.6.1.5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建设  

   矿山、金属冶炼等企业，生产、经营、运

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

息系统，并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5.6.2应急处置  

   发生事故后，企业应根据预案要求，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程序，按照有关规定报告事故情況，

并开展先期处置：  

   发出警报，在不危及人身安全时，现场人员

采取阻断或隔离事故源、危险源等措施；严重危

及人身安全时，迅速停止现场作业，现场人员采

取必要的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危险区域。  

   立即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报告本企业有关负

责人，有关负责人应立即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

点、当前状态等简要信息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补报、续报有关情

况；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

有关部门报告；对可能引发次生事故灾害的，应

及时报告相关主管部门。  

    研判事故危害及发展趋势，将可能危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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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财产、环境安全的危险性和防护措施等告

知相关单位与人员；遇有重大紧急情况时，应立

即封闭事故现场，通知本単位从业人员和周边人

员疏散，采取转移重要物资、避免或减轻环境危

害等措施。  

   请求周边应急救援队伍参加事故救援，维护

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证据。准备事故救

援技术资料，做好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移交救援工作指挥权

的各项准备。  

    5.6.3应急评估  

  企业应对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  

   矿山、金属冶炼等企业，生产、经营、运

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

企业，应每年进行一次应急准备评估。  

    完成险情或事故应急处置后，企业应主动配

合有关组织开展应急处置评估。  

     5.7事故查处  

     5.7.1报告  

   企业应建立事故报告程序，明确事故内外部

报告的责任人、时限、内容等，并教育、指导从

业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报告发生的生产

安全事故。  

    企业应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況的，应当及时补报。  

    5.7.2调查和处理  

   企业应建立内部事故调査和处理制度，按照

有关规定、行业标准和国际通行做法，将造成

人员伤亡(轻伤、重伤、死亡等人身伤害和急性

中毒)和财产损失的事故纳入事故调査和处理范

畴。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及时成立事故调査组，

明确其职责与权限，进行事故调査。事故调査应

査明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原因、波及范围、

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等。  

   事故调查组应根据有关证据、资料，分析事

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事故责任，提出应吸取的

教训、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编制事故调查报

告。  

   企业应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认真吸

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  

   企业应根据事故等级，积极配合有关人民政

府开展事故调査。  

    5.7.2管理  

   企业应建立事故档案和管理台账，将承包

商、供应商等相关方在企业内部发生的事故纳入

本企业事故管理。  

    企业应按照GB6441、GB/T15499的有关规定

和国家、行业确定的事故统计指标开展事故统计

分析。  

    5.8持续改进  

    5.8.1绩效评定  

   企业每年至少应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的运行情况进行一次自评，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

度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检査安全生

产和职业卫生管理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组织自评工作，

并将自评结果向本企业所有部门、单位和从业人

员通报。自评结果应形成正式文件，并作为年度

安全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企业应落实安全生产报告制度，定期向业绩

考核等有关部门报告安全生产情况，并向社会公

示。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责任死亡事故，应重新进

行安全绩效评定，全面査找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体系中存在的缺陷。  

    5.8.2持续改进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自评

结果和安全生产预测预警系统所反映的趋势，以

及绩效评定情况，客观分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文

件和过程管控，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绩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