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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应急〔2021〕144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非煤矿山
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办法》和《广东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分片
联系指导制度》的通知

各有关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强化非煤矿山安全责任落实，织密织牢安全生产责任网，

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责

任 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的通知》（矿安〔2021〕50 号）要求，省

应急管理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办

法》和《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分片联系指导制度》。

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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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并于 10 月 25 日前将有关落实情况报送省应急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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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切实消除安全监

管盲区，有效防范化解非煤矿山安全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关于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责任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的通

知》（矿安〔2021〕50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非煤矿山包括即将关闭退出矿、停产矿、

停建矿、技改矿、整合矿、基建矿、生产矿等所有类型金属非金

属矿山，以及采掘施工企业、地质勘探单位及勘探项目、尾矿库、

“五小矿山”（地热、温泉、矿泉水、卤水、砖瓦用粘土）。

第二条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根据“谁审批、谁监管”和

属地监管原则，明确辖区内每座非煤矿山的日常安全监管主体，

确定省、地级以上市（以下简称市）、县（市、区，以下简称县）

三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直接监管的非煤矿山名单，规范监管

行为，强化和落实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责任。

本办法明确非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责任主体，不影响或减少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有关法定职责，不影响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依

法对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实施执法检查的职责。各市可结合本地

区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三条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指导、协调全省非煤矿山企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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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并负责中央驻粤企业省级单位（一级

分公司、子公司总部）、省属矿山企业总部（控股公司、集团公

司）的日常安全监管。

第四条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尾矿库“头顶库”、地

下矿山、边坡高度超过 200 米的露天矿山和由本级颁发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采掘施工企业、地质勘探单

位的日常安全监管。未设立市辖区的东莞、中山市非煤矿山日常

安全监管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

第五条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除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日常安全监管外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五小矿山”和

地质勘探施工项目的日常安全监管。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协助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

行驻矿监管、盯守、定期巡查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第七条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将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日

常安全监管的非煤矿山纳入本级监管，但原则上不得把本级监管

的非煤矿山交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确需交由的，须报省应急管

理厅批准。

第八条 非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一）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二）确定、动态调整本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的非

煤矿山名单和安全生产重点片区或矿山名单，并依法开展日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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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和执法检查，确保每年“全覆盖”检查一次以上。

（三）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

监管责任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的通知》中对即将关闭退出矿、停产

矿（包括停产整改矿、长期停产停工矿）、停建矿、技改矿、整

合矿的安全监管措施。

（四）强化非煤矿山安全风险管控，定期对辖区内非煤矿山

开展安全风险研判，督促非煤矿山采取措施及时处置存在问题和

隐患。

（五）组织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落实执法检查

带队负责人责任，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综合运用处理处罚、通报、

约谈、问责、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行刑衔接等措施，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重大隐患按照《矿山重大隐

患调查办法（试行）》进行调查处理，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

和人员责任。

（六）依法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和地方党委、政

府及上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部署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第九条 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明确

包保、盯守、巡查责任和岗位职责，逐矿明确联系包保责任人，

并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包保、盯守和巡查事项可落实、可执行、

可考核。

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培训，依法规范监管执法

人员发现问题隐患的处置和报告程序，强化考核，完善激励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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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机制。

第十条 市、县级政府主要领导是辖区内尾矿库安全生产包

保责任人，对辖区内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

第十一条 市、县级政府分管领导是辖区内地下矿山安全生

产联系包保责任人，对辖区内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负

责督促、推动辖区内地下矿山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协调解决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督促、推进、配合包保责任人履行

包保职责。

第十二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联动，形成监

管合力。

（一）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根据辖区内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

况，动态确定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重点镇，建立分片联系指导制度，

指导、督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相关监管部门与非煤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完成重点

任务。

（二）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下一级负责日常安全

监管的非煤矿山企业的抽查检查，开展常态化安全风险研判，精

准指导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改进工作方法，推动责任落实。

（三）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请省、市级

应急管理部门派员协助开展执法检查，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应

根据实际情况派人协助。省、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执法检查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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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派出执法人员协助。

第十三条 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难以整改

的重大隐患或者存在系统性安全风险时，应当及时书面报告同级

政府，提请政府研究并协调解决。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应当

每半年专题向本级政府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报告辖区内尾矿库

和地下矿山安全生产情况。

第十四条 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每半年要在当地主流媒体

或者本部门网站公布每座非煤矿山的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及联系

包保、驻矿盯守、安全巡查等责任人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信息发生变更的，要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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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分片
联系指导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非煤矿山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

节和重点时段的指导服务，强化责任落实，构建监管合力，推动

非煤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

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责任 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的通知》（矿安

〔2021〕50 号），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非煤矿山包括即将关闭退出矿、停产矿、

停建矿、技改矿、整合矿、基建矿、生产矿等所有类型金属非金

属矿山，以及采掘施工企业、地质勘探单位及勘探项目、尾矿库、

“五小矿山”（地热、温泉、矿泉水、卤水、砖瓦用粘土）。

第二条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分片联系指导是指省、地

级以上市（以下简称市）、县（市、区，以下简称县）应急管理

部门指定专人对本地区非煤矿山重点片区、矿山企业实施直接联

系指导，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会商，指导安全风险应对处

置，部署针对性防控措施，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全面推进落实安

全生产“一线三排”，督促相关地区和矿山企业落实各项措施，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第三条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分片联系指导实行三级联

系指导制度，省应急管理厅联系指导重点县、市应急管理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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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重点镇、县应急管理局联系指导重点矿山。

第四条 辖区内存在非煤矿山数量达到 20 家以上、地下矿山

与尾矿库相对集中、近年发生过 2 次及以上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

故、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较为薄弱的县确定为非煤矿山安全生

产重点县（附件 1）。辖区内存在尾矿库、地下矿山、边坡高度

超过 200 米露天矿山的镇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镇。尾矿库

“头顶库”、地下矿山、边坡高度超过 200 米露天矿山为非煤矿

山安全生产重点矿山。

第五条 省应急管理厅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处室人员

为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的分片联系指导人。市级应急管

理局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分管局领导和业务科室人员

为本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镇的分片联系指导人。县级应急管

理局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分管局领导和业务股室人员

为本县安全生产重点矿山的分矿联系指导人。

第六条 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根据非煤矿山数量变化以

及安全风险状况、业务科（处）室人员变动、职责调整情况，每

半年动态调整非煤矿山重点片区或矿山名单及联系指导人名单

（附件 2、附件 3）。

第七条 联系指导人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一）通过调阅工作档案、现场询问、抽查执法文书、明查

暗访、组织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现场调研、督导和会商，深入分

析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镇和矿在风险管控、安全监管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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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二）综合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及时指导开展常态化安全

风险研判。突出加强对地下矿山外包工程、采空区处理、井下巷

道支护、提升运输系统、井下动火作业、爆破作业、矿用爆炸物

品管理等安全风险动态研究。加强对复工复产、汛期、重大节假

日、矿产品价格猛涨等重点时段风险研究，重点防范区域性、系

统性安全风险，部署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

（三）加强有关矿山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宣贯，指导、推

进非煤矿山、尾矿库安全预警监测建设，建立“一矿一策”“一

库一策”安全风险清单与管控措施。

（四）每年对重点联系指导片区或矿山企业开展“解剖式”

督导检查，深入剖析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形成问

题隐患清单、工作意见，推动解决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五）以工作建议函形式及时向下级应急管理部门交办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并定期跟踪整改、处置情况。

第八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企业要安排专人研究、解

决分片分矿联系指导人交办的问题和隐患，按规定时限反馈处置

情况，提交相关执法文书等证明材料，形成工作闭环。

附件：1.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

2.XX 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镇及分片联系指导人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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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X 县重点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矿及分矿联系指

导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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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县

地市
重点县

（市、区）

非煤矿山数量（单位：座）

地下矿山 露天矿山 尾矿库 合计

云浮 云安区 3 27 2 32

肇庆 怀集县 5 19 2 26

梅州
梅县区 13 18 3 34

蕉岭县 10 11 21

河源 连平县 2 23 8 33

韶关 仁化县 4 12 1 17

茂名 信宜市 4 24 28

清远

英德市 3 32 35

连州市 15 36 51

阳山县 3 32 3 38

共计 62 234 19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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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镇及
分片联系指导人名单

重点乡（镇）

非矿山数量 分片联系指导人

地下矿 露天矿 尾矿库 合计 指导人 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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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点矿及
分矿联系指导人名单

序

号
矿山名称 地址

企业

人数

风险

等级
主要风险

企业

负责人

分矿联系

指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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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3 日印发

校对责任人：矿山地灾处罗峥、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