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区安监局2018年度绩效目标任务责任分解表

工作类别 序号
工作任务/
职能工作

年度目标 工作目标节点分解 衡量节点任务完成的标准
节点完成

期限

是否为
牵头单

位

责任人及
联系电话

权重设置

区委区政

府重点工
作

79

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

革，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
体系和监管
机制，探索
职业健康体
系建设，落
实“一票否
决”制度，
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

故。

（一）推进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

第一季度：印发《中共佛山市三水区
委 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是否在规定时限内正式报请区政府
审定。

2018-12-31 是
吴成贵

8

第二季度：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起草
相关文件并进行相关部署，落实改革
任务责任分工。

是否拟定改革配套文件并征求意见

第三季度：出台安全生产改革的配套
文件。

是否出台配套文件

第四季度：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进行
考核督查。

是否纳入安全考核

（二）细化安全
生产考核方案，
督促相关部门和
镇街落实落实监

管责任

第一季度:拟定2018年度安全生产责
任制考核方案征求意见稿。

是否正式发文征求意见。

2018-12-31 是
吴成贵

10

第二季度：印发《三水区各镇(街道)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2018年度安
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实施方案》、《三
水区有关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2018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实施方
案》。

是否印发2018年考核方案

第三季度：成立督查组，检查党政领
导落实“一岗双责”等安全生产工作
和相关资料台账情况。

是否开展督查、资料收集及通报工
作。

第四季度：开展2018年度安全生产考
核工作。

是否开展考核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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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
府重点工

作

79

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

革，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
体系和监管
机制，探索
职业健康体
系建设，落
实“一票否
决”制度，
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

故。

（三）探索职业
健康体系建设，
进一步开展职业
安全健康分类分
级评定工作

第一季度：草拟职业健康体系建设的
相关文件；制定分类分级工作方案，
完成2017年拟评定D级企业的复核工
作。

1.起草职业健康体系建设相关文件
。2.制定2018年全区职业安全健康
分类分级评定工作方案，明确了工
作任务、工作要求和工作进度安排
。
3.完成目标企业动员培训工作。
4.完成2017年拟评定D级企业的复
核工作。

2018-3-31

是 邓亮佳 10

第二季度：制定职业健康体系建设的
相关文件，开展一次职业健康宣传；
组织指导企业开展分类分级自评工作
。

1.印发职业健康体系建设的相关文
件，开展一次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2.督促指导200企业完成自评，并
录入佛山市智能安监系统。

2018-6-30

第三季度：召开职业健康体系成员单
位工作会议，推进职业健康示范企业
创建工作；组织专家对已自评企业进
行定级评定，分类分级企业评定完成
50%。

1.召开职业健康体系成员单位工作
会议部署推进相关工作。2.制定职
业健康示范企业创建工作文件。3.
组织专家对完成自评的企业进行评
定，完成评定任务数的50%；
4.完成评定的企业全部录入佛山市
智能安监系统。

2018-9-30

第四季度：进一步推进职业健康示范
企业创建工作；分类分级企业评定完
成100%。

1.对职业健康示范企业进行验收。
2.组织专家对完成自评的企业进行
评定，100%完成全年的评定任务；
3.完成评定的企业全部录入佛山市
智能安监系统。

2018-12-31

（四）进一步开
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创建工作

第一季度：明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工作目标、任务，部署开展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确定2018年新
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及延期
换证企业300家。

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分解全年的工
作任务； 2018-3-31

是 邓亮佳 6

第二季度：新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
化企业及延期换证企业总数完成140
家。

新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及
延期换证企业总数完成140家。

2018-6-30

第三季度：新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
化企业及延期换证企业总数完成160
家。

新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及
延期换证企业总数完成160家。

2018-9-30

第四季度：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情况抽查。

新创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及
延期换证企业总数完成300家，并
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抽查
。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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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
府重点工

作

79

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

革，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
体系和监管
机制，探索
职业健康体
系建设，落
实“一票否
决”制度，
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

故。 （五）做好工业
煤气、有色冶金
、粉尘涉爆、液
氨使用、有限空
间企业监督检查

第一季度：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
任务；组织节前停工和节后复产安全
培训。

1.摸底排查，制定工作计划，明确
工作任务；
2.组织工业煤气、金属冶炼企业节
前停工和节后复产安全培训。

2018-3-31

是 邓亮佳 6

第二季度：对5类高风险企业实行检
查，完成企业总数的25%；

1.制定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专项治
理方案 2.完成5类高风险企业检
查，完成总数的25%。

2018-6-30

第三季度：对5类高风险企业实行检
查，完成检查企业总数的75%；

1.制定金属冶炼专项治理方案          
2.完成5类高风险企业检查，完成
总数的75%。

2018-9-30

第四季度：对5类高风险企业实行检
查，100%完成检查任务。对全年高风
险企业监管工作情况进行总结通报。

1.完成5类高风险企业检查，完成
总数的100%。                               
2.编写全年高风险企业专项检查工
作总结并上报市安监局。

2018-12-31

（六）狠抓安全
培训，力促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

第一季度：制定节后复产安全生产培
训教育方案，组织高风险企业负责人
进行安全培训；完成主要负责人、安
全管理人员培训任务25%。

第一季度：制定节后复产安全生产
培训教育方案，组织高风险企业负
责人进行安全培训；完成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任务25%。

2018-3-31

是 卢志才 6

第二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任务50%。

第二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培训任务50%。

2018-6-30

第三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任务75%。

第三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培训任务75%。

2018-9-30

第四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培训任务100%

第四季度：完成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培训任务100%

2018-12-31

（七）对全区危
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企业进行安全
检查。

第一、第二季度：制定科室年度执法
检查工作方案；上半年重点结合安全
生产“百日会战”工作要求，开展节
后复产复工“三个一”专项检查。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2018-6-31

是 麦海涛              6

第三、第四季度：落实本单位环境保
护工作要求，联合环保等部门开展安
全生产和环保联合执法检查。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2018-12-31

（八）开展春节
及清明期间烟花
爆竹专项检查

第一季度：制定检查工作方案，重点
针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许可证有效
性、从业人员培训情况以及守法经营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2018-3-31

是 麦海涛              6

第二季度：开展清明期间烟花爆竹专
项检查，完成检查任务。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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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
府重点工

作

79

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

革，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
体系和监管
机制，探索
职业健康体
系建设，落
实“一票否
决”制度，
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

故。

（九）红橙色城
市风险点危险源
开展执法检查，
督导风险点危险
源企业开展应急

演练。

第一季度：制定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完善安全生产专家库；督促城市风险
点危险源完善相关信息并录入信息系
统。

是否制定执法检查工作计划；是否
完善安全生产专家库；城市风险点
危险源信息系统的风险源信息是否
录入。

2018-3-31

是 卢志才 7

第二季度：组织举办一期城市风险点
危险源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对城市
风险点危险源开展执法检查，督导风
险点危险源企业开展应急演练。

是否组织举办一期城市风险点危险
源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是否对城
市风险点危险源开展执法检查，督
导风险点危险源企业开展应急演练
。

2018-6-30

第三季度：对城市风险点危险源开展
执法检查，督导风险点危险源企业开
展应急演练。

是否对城市风险点危险源开展执法
检查,督导风险点危险源企业开展
应急演练。

2018-9-30

第四季度：对城市风险点危险源开展
执法检查，督导风险点危险源企业开
展应急演练。

是否对城市风险点危险源开展执法
检查，督导风险点危险源企业开展
应急演练。

2018-12-31

（十）开展专项
联合执法行动

第一季度：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
项联合执法行动。

检查企业数、处罚情况 2018-3-31

是 蔡俊恒 6
第二季度：开展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警
示行动。

检查企业数、处罚情况 2018-6-30

第三、第四季度：开展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回头看”专项执法行动。

检查企业数、处罚情况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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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职能

工作

1
危险化学品

监管

负责依法监督检
查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负责
烟花爆竹经营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
工作；依法监督
检查新建、改建
、扩建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的安
全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情况。履
行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
责”责任制，开
展环境保护工作

。

第一季度：制定科室年度执法检查工
作方案；

（一）制定科室年度执法检查工作
方案；2—3月份重点针对企业节后
复产复工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等进
行专项检查，完成年度执法检查任
务的25%。
（二）制定检查工作方案，重点针
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许可证有效
性、从业人员培训情况以及守法经
营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2018-3-31

是 麦海涛 6

第二季度：重点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情况、日常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等进行安全检查；

第二季度：（一）重点针对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情况
、日常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等进行安
全检查，完成年度执法检查任务的
50%；
（二）开展清明期间烟花爆竹专项
检查，完成全部检查任务。

2018-6-30

第三季度：重点针对企业特殊作业安
全管理、秋冬季节防静电等进行安全
检查

第三季度：重点针对企业特殊作业
安全管理、秋冬季节防静电等进行
安全检查，完成年度执法检查任务
的75%,落实本单位环境保护工作要
求，联合环保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
和环保联合执法检查。

2018-9-30

第四季度：重点针对企业安全隐患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第四季度：重点针对企业安全隐患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完成年度
执法检查任务的100%。

2018-12-31

2 宣传教育

1、制作、播放
《安全三水
12350》52期；
2、开展安全生
产月系列活动；
3、配合区工会
做好佛山市百万
职工安全生产暨
消防技能比武大
赛相关工作

第一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

第一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

2018-3-31

是 卢志才 10

第二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
活动

第二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开展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

2018-6-30

第三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配合区工会做好佛山
市百万职工安全生产暨消防技能比武
大赛相关工作

第三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配合区工会做好佛
山市百万职工安全生产暨消防技能
比武大赛相关工作

2018-9-30

第四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

第四季度：制作、播放《安全三水
12350》13期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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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职能

工作

3
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

做好全区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指导、协
调全区及有关部
门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工作。

第一季度：印发《三水区2018年安全
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案》、《
三水区2018年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
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方案》和《关于做
好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应急值守和事
故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等工作方
案，部署全年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

第一季度：是否印发《三水区2018
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
案》、《三水区2018年安全生产领
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方案
》和《关于做好2018年春节假期期
间应急值守和事故信息报送工作的
通知》等工作方案，部署全年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2018-3-31

是 卢志才 7

二、第二季度：
（一）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
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2018年应
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
信息报送工作。
（二）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1
、以“双盲”形式组织开展区级铝型
材行业熔铸车间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综
合演练；2、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
全覆盖完成5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
到智能安监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
查:完成8家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完成
年度科室执法任务50%。
（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训：组织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题培训
班。

二、第二季度：
（一）是否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
息报告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
2018年应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
值守和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二）是否做好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全覆盖：
1、是否以“双盲”形式组织开展
区级铝型材行业熔铸车间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综合演练；
2、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全覆盖
是否完成5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
到智能安监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
检查:是否完成8家企业专项执法检
查，完成年度科室执法任务50%。
（四）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培训：是
否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专题培训班。

2018-6-30

三、第三季度：
（一）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
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2018年应
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
信息报送工作。
（二）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生
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全覆盖完成
8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到智能安监
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
查:完成13家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完
成年度科室执法任务80%。

第三季度：
（一）是否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
息报告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
2018年应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
值守和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二）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全覆盖是否
完成8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到智
能安监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
检查:是否完成13家企业专项执法
检查，完成年度科室执法任务80%
。

201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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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职能

工作

3
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

做好全区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指导、协
调全区及有关部
门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工作。

四、第四季度：
（一）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息报告
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2018年应
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
信息报送工作。
（二）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生
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全覆盖完成
10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到智能安监
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检
查:完成16家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完
成年度科室执法任务100%。

第四季度：
（一）是否做好应急值守和事故信
息报告工作：根据《三水区安监局
2018年应急值班安排表》做好应急
值守和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二）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覆盖：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全覆盖是否
完成100%，并将演练情况上传到智
能安监系统。
（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专项执法
检查:是否完成16家企业专项执法
检查，完成年度科室执法任务100%
。

2018-12-31

是 卢志才 7

4

安全生产事
故的调查处

理

按法定程序完成
事故调查

第一季度：进一步规范事故调查程
序，包括事故救援、事故调查参加人
员、事故报告公开等要求的完善；

事故调查结案情况 2018-3-31

是 蔡俊恒 6

第二季度：及时参与调查处理发生的
每一宗生产安全事故并向辖区生产经
营单位通报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调查结案情况 2018-6-30

第三季度：对第一、二季度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单位严格按照区政府批复
的事故报告的处理意见，追究事故单
位和相关人员责任，公开事故报告。

事故调查结案情况 2018-9-30

第四季度：在做好事故调查的同时，
对2018年生产安全事故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事故调查结案情况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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