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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府函〔2021〕129 号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市开展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

执法检查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应急管理局：

现将《江门市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反映。

江门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4 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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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专项执法检查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2021年 7月8日国务院安委会重点督导检

查组第二组反馈意见，在认真做好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的

基础上，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主动出击，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和解决问题，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重点督导检查反馈意见 扎

实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粤安

办〔2021〕134 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牢固树立“两个至上”理念，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

落实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责任。严厉打击以采代建、违规设计、虚

假评价、不按设计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淘汰退出一批、

整合重组一批、改造升级一批”的原则取缔关闭不具备安全条件

的非煤矿山企业，提升安全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全市非煤矿山“小、

散、弱”问题，推进非煤矿山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二、检查范围对象和重点内容

（一）检查范围对象。

全市所有非煤矿山企业（包括“五小”矿山，下同）。

（二）检查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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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生产，擅自改变生产系统；

不按照正常生产、建设需要布置开拓系统；以采代建；以采代探；

超层越界开采；使用淘汰落后的设备与工艺；违规储存运输与使

用民爆物品；外包施工队伍未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设计单位违规

设计；安全评价弄虚作假；未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未落实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行为。

三、责任主体和时间

（一）责任主体。

辖区内有非煤矿山企业的相关市（区）人民政府，市应急管

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及“三个必须”原则，各负其责，抓好本专

项执法检查工作。

（二）执法检查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四、工作安排

（一）企业自查自纠阶段（8 月 15 日前）。各非煤矿山企业

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分析安全生产现状，按照本方

案要求和重点检查内容，并对照《江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江门市应急管理局转发关于认真做好国务院安委会重点督导检查

发现问题隐患整改工作的通知》（江安生办〔2021〕151 号）和《江

门市进一步深化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江应急

〔2021〕12 号）要求，开展一次全面自查自改，建立隐患问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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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账，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带队检查、跟踪推进整改

措施落实。

（二）开展执法检查阶段（9 月 30 日前）。各责任主体单位

结合日常业务工作，依据自身职责对照本方案要求和重点检查内

容，深入企业开展现场检查，建立“一企一档”工作台账、事故

风险隐患和整改责任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管理和风险管控措施，

有效推动落实，确保全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督办整改整治阶段（10 月 15 日前）。实地开展专项检

查过程中，对专项检查工作情况、隐患治理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收集汇总重大事故隐患清单，集中挂牌督办，明确整改要求和责

任，限期整改，落实闭环管理；对于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整改工

作弄虚作假、进展缓慢的企业进行曝光，形成震慑，倒逼企业依

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总结提升巩固阶段（10 月 30 日前）。各责任主体单位

进行查漏补缺，并结合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总

结分析，梳理汇总有关情况于 10 月 22 日前书面报送市安委办。

市安委办全面总结全市工作情况，提炼工作亮点，并专题向江门

市人民政府汇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履行好“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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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四个一”（政府专门听取一次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

报；政府主要领导每年至少检查一次非煤矿山企业；政府组织召

开一次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会议；政府组织

制定一个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要

求，并结合实际，明确专项执法检查责任，把此次专项执法检查

纳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重要内容，确

保取得实效。

（二）严格执法查处。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重点督导检查组

第二组反馈意见，一要采取“四个一律”措施：对矿山主要负责

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配备数量与能力水平等达不到要求的一

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矿山在动火作业、外包队伍管理、检测

检验等关键环节管理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矿

山是否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生产、发生变化及时履行“三

同时”手续等情况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矿山

没有矿区地形地质图、水文地质图、开拓系统纵投影图等基本图

纸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二要加大淘汰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非煤矿山的力度。对达不到安全条件的，要依法查处并提请

政府关闭；对年产 10 万立方米的小型露天采石场和安全条件差的

小型露天矿依法进行整合关闭。三要倒查设计与评价报告。对违

规设计、虚假评价等行为严厉打击，严肃查处，该通报的通报，

该处罚的处罚，该吊证的吊证，并依法移送相关部门查处，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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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任不管。

（三）加强跟踪督办。

市安委办将根据工作安排组织有关单位对推进专项执法检查

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将本次专项执法检查情况纳入 2021 年度全

市安全生产考核的重要内容。请各地、各有关部门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将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总结（主要包括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以及执法查处情况，含

检查企业数、下达执法文书数、行政处罚次数、经济处罚数、停

产整顿企业数以及取缔关闭企业数与名单等）报送市安委办（联

系人：游峰，联系电话：3279253）。

附件：1.江门市非煤矿山企业名单

2.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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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门市非煤矿山企业名单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经营状态 备注

1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华宇石业有限公司 40 万立方米/年 0.1407 平方公里

已停产，正办理

许可证延期手

续中

采石场

2 蓬江区棠下镇积溪石场有限公司 62 万立方米/年 0.3247 平方公里
已停产，无资源

开采
采石场

3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永鑫石业有限公司 180 万立方米/年 0.1598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4
（3 号点）江门市新会区泰盛石场

有限公司崖门镇崖西林场蛇髻顶矿区
200 万立方米/年 0.4519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5
（2 号点）江门市新会区泰盛石场

有限公司

380 万万立方米/

年
0.3107 平方公里

已停产，无资源

开采，收回安全

生产许可证

采石场

6 江门市新会区恒泰石业有限公司 150 万立方米/年 0.2661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7 江门市新会区新凌石业有限公司 41 万立方米/年 0.095 平方公里
已停产，无资源

开采
采石场

8 江门市新会区富隆石业有限公司 120 万立方米/年 0.3122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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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经营状态 备注

9

台山市

台山市耀成石料有限公司 53 万立方米/年 0.1262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10 台山市祥安矿业有限公司 37 万立方米/年 0.1198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11 台山市北陡雄利砂石开发有限公司 40 万立方米/年 0.1059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12 台山市万方石业有限公司 30 万立方米/年 0.1328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13 台山市福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 万立方米/

年
0.1719 平方公里

基建期，开展三

同时中
采石场

14 台山市精工矿业有限公司 12 万吨/年 0.1061 平方公里
基建期，开展三

同时中
陶瓷土

15 台山市三合镇玉怀陶瓷土矿场 12 万吨/年 0.0731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陶瓷土

16

开平市

开平市百信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40 万立方米/年 0.1179 平方公里
因扩容需要，已

停工停产
采石场

17 开平市锦兴矿业有限公司 30 万立方米/年 0.11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18 开平市钦源石材有限公司 30 万立方米/年 0.105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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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经营状态 备注

19

鹤山市

鹤山市恒运石业有限公司 110 万立方米/年 0.1938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采石场

20 鹤山市联丰石业有限公司 60 万立方米/年 0.0906 平方公里
已停工停产，无

资源开采。
采石场

21

恩平市

恩平市弘宇矿业有限公司 9 万吨/年 0.1987 平方公里 正常生产 陶瓷土

22
恩平市富尧矿业有限公司大田镇山

嘴旺矿区
4.9 万吨/年 0.047 方公里

已停工停产，无

资源开采
陶瓷土

23 恩平市那吉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8 万吨/年 0.4272 平方公里
基建期，开展三

同时中
采石场

24 恩平市牛江惠奇石矿场有限公司 65 万吨/年 0.1053 平方公里 已停工停产 采石场

25 恩平市锦安矿业有限公司 9 万吨/年

基建期（至 2022

年 1 月 5 日），

开展三同时中

陶瓷土

说明

1.江门市非煤矿山采石场企业共有 20 家（正常生产 11 家，已停工停产 7 家 ，基建期、开展三同时中 2 家）。

2.非煤矿山采陶瓷土企业共有 5 家（正常生产 2 家，已停工停产 1 家 ，基建期、开展三同时中 2 家）。

3.上表为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相关部门登记在册企业，除上述 25 家企业之外的“五小”矿山及新增、减企业，各

地、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摸查并纳入检查清单（发现需要增补、删减的及时告知市安委办调整），并要按照职责分

工依法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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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表

序号 主要检查内容及要求 检查情况

1
矿山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配备

数量与能力水平是否达到要求

2

矿山在动火作业、外包队伍管理、检测检验

等关键环节管理是否达到要求，外包施工队

伍是否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3

矿山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生产、发

生变化及时履行“三同时”手续等情况是否

达到要求

4
矿山是否具有矿区地形地质图、水文地质

图、开拓系统纵投影图等基本图纸

5
矿山开采设计图和安全评价报告是否存在

违规设计、虚假评价等情况

6
矿山是否存在不按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

设、生产，擅自改变生产系统等情况

7
矿山是否存在不按照正常生产、建设需要布

置开拓系统等情况

8
矿山是否存在以采代建，以采代探，超层越

界开采等情况

9 矿山是否使用淘汰落后的设备与工艺

10
矿山是否存在违规储存运输与使用民爆物

品等情况

11 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