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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环要闻】

国务院安委办、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

部署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

12 月 30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

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从落实属地责任、落实部门监管指导责任、建立

健全联动机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及发挥社会力量作用五个方

面，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主要负责

人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全面负责落实本单位的环保设备设

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涉环保设备设施新、改、扩建项目环

保和安全“三同时”有关要求。对涉环保设备设施相关岗位人员

进行操作规程、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开展

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系统排查隐患，建立隐患整改

台账，及时消除隐患。认真落实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严格执行危

险作业审批制度，加强有限空间、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对受委

托开展环保设备设施建设、运营和检维修第三方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不得“一包了之”，不管不问。强化联合

惩戒，对环保设备设施安全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失信主体，及时

纳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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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国务院安委办、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部

署进一步加强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工作

张玉卓同志在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1 月 13 日，国务院国资委、应急管理部联合召开中央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工作

部署，全面总结 2022 年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对 2023 年集中

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管理强化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书记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玉卓表示，2022 年国资央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抓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落

实，严抓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事故专项整治，严抓安全生产投入，

积极参与重大自然灾害抢险救援，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张玉卓强调，在充分肯定工作

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问题挑战，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2023 年要精心组织开展中央企业安全管理

强化年活动，进一步严格执行国务院“十五条”硬措施，全面加

强安全生产能力建设，全面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工作上要突出抓好“六个切实强化”：要切实强化安全

生产思想观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从

零开始、向零奋斗理念；切实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国资委将

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安全管理能力考核，各企业要健全安全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请示报告责任；切实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

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火炸药、建筑施工、矿山等领域安全整治，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212/t20221230_437840.shtml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212/t20221230_4378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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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隐患源头治理，做好境外单位安全工作；切实强化安全

生产机制建设，完善安全制度，开展过程评价，确保安全风险受

控在控；切实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队伍

建设，严格分包管理；切实强化科技兴安本质安全，注重技术赋

能，深入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加强应急处置，做

好企地联动，以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稳定新局面服务构建新安全格

局，以新安全格局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链接：（双击图片打开）

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送涉央企问题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报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送涉央企问

题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报，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向

最高人民检察院移送了第二轮督察问题，最高检依法开展公益诉

讼，助推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整改。对被督察单位系大型央企的三

起生态环境受损严重案件，最高检按照中央领导关于“对个别企

业将发展建立在掠夺生态资源基础上的违法现象零容忍”的指示

精神，采用挂牌交办、集中公告、全程指导、因案施策、溯源治

理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

中央“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最

高检对三起案例有关情况进行通报，推动企业以此为鉴，举一反

链接：张玉卓同志
在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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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合规管理，更大力度推动绿色高

质量发展。

链接：（双击图片打开）

【法规标准】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链接

2.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 链接

3.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安全生产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链接

4.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

防安全评估办法》《浙江省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

通知 链接

5.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

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修订）》等清单的通知 链接

6.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定级办法》的通知 链接

链接：关于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移送涉央企问题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报.pdf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83561.html
https://yjgl.ln.gov.cn/yjgl/zcfg/2022123014425576353/index.shtml
http://yjgl.hlj.gov.cn/yjgl/c104069/202212/c00_31508211.shtml
https://yjt.zj.gov.cn/art/2022/12/19/art_1228991502_59114071.html
http://yjt.hubei.gov.cn/fbjd/zc/gfwj/202212/t20221226_4465433.shtml
http://yjj.cq.gov.cn/zwgk_230/zfxxgkml/zcwj/qtwj/202301/t20230111_11488277.html


7

健康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更新

1.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

政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 链接

2.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关于印发《排污权交易管理办

法》的通知 链接

3.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绿岛”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安徽省“绿岛”项目入库筛选原则（试行）》的

通知 链接

4.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

办法》的通知 链接

5.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链接

6.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的通知 链接

【他山警示】

应急管理部调度新疆西部黄金伊犁有限公司

金矿坍塌事故救援处置

12 月 24 日 13 时 40 分许，新疆西部黄金伊犁有限公司一金

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18 人被困。接报后，应急管理部部长王

祥喜立即作出部署，要求抓紧核实人员被困情况，调派专业救援

http://sthjj.beijing.gov.cn/bjhrb/index/xxgk69/zfxxgk43/fdzdgknr2/zcfb/hbjfw/2022/326016081/index.html
http://sthjt.shanxi.gov.cn/tfwj2/jhf/202212/t20221229_7698341.shtml
https://sthjt.ah.gov.cn/public/21691/121387161.html
http://sthjt.jiangxi.gov.cn/art/2023/1/12/art_57149_4331718.html
http://sthjt.jiangxi.gov.cn/art/2023/1/12/art_57149_4331722.html
https://sthjt.henan.gov.cn/2022/12-27/2662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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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指导帮助新疆开展搜救工作，尽最大努力确保被困人员生

命安全。副部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玉治视频连线现场，

调度指导处置工作。

应急管理部派出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同志带队的工

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和事故调查，同时选派 3 名矿山救援专

家紧急赶往现场协助指导救援工作。当地已组织专业队伍 95 人、

救援车辆 17 辆、各类应急救援装备 467 台（套）投入救援，事

故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链接：应急管理部调度新疆西部黄金伊犁有限公司金矿坍塌

事故救援处置

生态环境部公布第九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自动监控领域）

为切实提升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质量，打击自动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行为。2022 年，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7 个重

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分别为：

1.天津市东盛工贸有限公司故意篡改自动监测数据逃避监

管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2.福建泉州市晋江泉荣远东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3.浙江温州尊宝铁丝有限公司通过稀释排放等方式篡改污

水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环境案。

4.江苏恒赫鼎富（苏州）电子有限公司替换水样，干扰自动

监测设备排放水污染物案。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08/t20220822_420841.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12/t20221225_437566.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212/t20221225_4375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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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泰安宁阳县泰新煤矸石砖厂故意断开数据采集仪电

源、故意虚假标记企业生产情况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案。

6.湖北咸宁祺乐针纺印染有限公司篡改自动监测数据排放

污染物案。

7.四川攀枝花兴辰钒钛有限公司干扰自动监测设施违法犯

罪案。

链接：生态环境部公布第九批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自动

监控领域）

【集团简讯】

中国节能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1 月 11 日，中国节能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暨安委会第

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 2022 年安全环保工

作，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安排部署了 2023 年安全环保重

点工作。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刘家强传达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有关安

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文件精神，并代表集团公司与部分二级子

公司签订了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责任书，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胡乃民作集团公司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报告，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曹华斌主持会议。

宋鑫要求，全集团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转化为构建新安全环保格局的具体行

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211/t20221126_1006177.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211/t20221126_10061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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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以“严深细实紧”的工作作风，抓紧抓好各项安全环保工

作，确保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节

能环保健康产业集团，提供更加坚实的安全环保保障！

胡乃民代表安委会作集团公司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报告，

代表集团公司部署七项重点任务。一要夯实安全环保基础，全面

提升本质安全、本质环保能力。二要全面推动精细化管理，提升

安全环保标准化信息化数智化能力。三要全面推进安全环保组织

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和提升监督体系能力。四要持续强化

全员安全环保培训，增强自我防范和专业监管能力。五要修订生

产工艺流程安全环保规程概论（2.0 版），提升专业综合能力。

六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奋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

力；七要强化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提升安全环保履责能力。

会议对获得集团公司 2022 年度“中节能美丽中国建设·安

全环保标准化示范单位”和“中节能美丽中国建设·安全环保标

准化示范工地”的部分单位进行了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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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境外中方人员安全稳定视频会议

2023 年 1 月 13 日，集团公司组织召开境外中方人员安全稳

定视频会议。会议由安环部副主任赵凯主持，集团公司合作部副

主任张军，外事处及安环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地质、中国启源、

新时代集团、香港公司、万润公司、香港公司共六家涉外二级子

公司分管境外工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及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上，安环部副主任赵凯通报了近期某单位境外项目事故

有关情况，传达了切实做好近期境外人员安全稳定工作的相关要

求和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深刻吸取境外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迅速

贯彻落实会议和文件精神，全面强化境外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全

力保障境外员工生命健康安全，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切实维护央企良好形象。实现农历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境外

安全稳定。



12

【子公司动态】

太阳能公司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2023年 1月 13日，太阳能公司召开2023年安全环保工作会。

太阳能公司领导班子、各部门中层以上、大区、子公司负责人参

会，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华斌出席并讲话。

会上，公司总会计师程欣传达了集团公司 2023 年度安全环

保工作会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杨

忠绪做太阳能公司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张会学与各大区、子公司第一经营负责人签订了党建经营

和安全环保考核责任书。

曹华斌要求，太阳能公司全体员工要安全意识不减，各项工

作要以安全为前提，全面提升安全意识。公司要为员工提供完全

安全的保障和条件，要充分吸取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在招投标

方面把安全管理作为重要性条款，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切实贯彻

落实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确保生产安全，人身安

全，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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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公司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1 月 13 日，大数据公司召开了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会上传达了集团公司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议精神，宣读大数据公

司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报告，并与下属公司签署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责任书。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武旭升从七个方面对公司 2022 年的

安全环保工作作了总结，明确了 2023 年安全环保工作的工作思

路和目标，部署了 2023 年六项重点任务。

郑朝晖指出，2022 年大数据公司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安全环保工作部

署，全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保持了公司安全环保

形势持续稳定。要求全公司要按照安全环保会议部署要求，细化

措施、压实责任，高质完成 2023 年安全环保各项工作任务。

中环水务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2023 年 1 月 13 日下午，中环水务在京召开 2023 年安全环保

工作会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副总经理司利主持会议，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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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副总经理、安全环保总监徐伟做公司安全环保年度工作

报告，董事长王堤出席并讲话。

徐伟回顾公司 2022 年安全环保主要工作,通报 2022 年安全

事故和环保事件情况，对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 2023 年安全环保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王堤指出，春节临近，正是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高发期，各

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心系国之大者，严格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

求，坚持“两个至上”理念和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刻吸取事故案

例教训，抓好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抓好冬春消防安全工作，切

实落实危化品管控，加强环境监测管理，做好节日应急值守。

中国地质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

1 月 16 日下午，中国地质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议

暨安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委书记、董事长孙锦红出席本次会

议。中国地质副总经理顾小军代表公司安委会作《压实责任守底

线 综合施策防风险 全力推动中国地质安全环保形势稳定好转》

的安全环保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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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了集团公司 2023 年度安全环保工作会议精神，全

面总结 2022 年安全环保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

出问题，部署 2023 年安全环保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2023 年是中国地质“管理提升年”，全面提升安

全环保管理能力，保持安全稳定局面尤为重要。各单位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牢固

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要认

清形势，把握大局，全面落实安全环保齐抓共管责任 ；二要聚

焦重点，持续发力，扎实推进隐患风险整治纵深发展 ；三要夯

实基础，完善体系，努力构建安全环保管理长效机制。

中节能实业多举措抓牢抓实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中节能实业结

合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多举措抓牢抓实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元旦前夕，党委书记、董事长韩忠民赴北京首座项目进行安

全检查。期间，韩忠民深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北京首座项目节

前安全生产、节后复工复产准备、疫情防控等工作。韩忠民强调，

北京公司要充分认识节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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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标准、严要求，以周密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有序。

1 月 5 日至 13 日，中节能实业开展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知识

竞赛，向全体员工普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知识、提高防火安全意

识，增强火灾防范和自救逃生能力，促进公司安全文化建设。

通过岁末年初重大安全环保隐患专项整治和督导检查等活

动，中节能实业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员工的安全意

识，多举措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安

全保障。

中节能国祯开展运营类项目安全综合督导检查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中节能国祯组织开

展运营类项目安全大检查综合督导工作。此次督导工作由中节能

国祯总经理贺燕峰亲自部署，对公司运营类项目安全生产情况进

行再摸排、再检查、再部署。共成立四个督导组，范围覆盖公司

各事业部、子公司，及下属广东、湖南、云南、江苏、湖北、皖

南、皖北、合肥等 8 个区域公司的 35 个运营项目。

本次综合督导重点检查了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人才队伍建

设情况，承包商管理情况，下属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

治情况，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落实情况，应急预案编制及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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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情况，劳务派遣、灵活用工安全管理情况等 6 项重点内容。

以各事业部/子公司自查自改全面整治与公司总部重点督导检查

相结合方式，深入查找、督促整改贯彻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地见效。

中节能国祯此次安全生产综合督导检查专项行动共发现隐

患问题共计 165 条，对所有自查、督查问题制定详细的“问题清

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按照五定原则落实整改责任，全面

消除现场隐患确保公司岁末年初各项生产工作平稳有序。

中环装备开展春节节前安全环保检查工作

2023 年 1 月 16 日，中环装备党委书记、总经理何曙明一行

前往节能环保示范园，对下属子公司启源装备、启源大荣进行节

前安全环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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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曙明一行深入生产车间，亲切慰问了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干

部员工，并对启源装备、启源大荣的安全环保管理体系建设、安

全防护、用电安全、特种设备、特种作业、环境保护等安全环保

管理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何曙明指出，冬季是各类事故的高发

期，各单位要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确保广大干部职工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祥和的春节。

中国环保“献礼二十大 平安四季度”

每日答一题活动圆满结束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由中国环保安全环保部、党群工作部和

团委联合组织开展的，以“献礼二十大 平安四季度”为主题的

喜迎党的二十大，每日答一题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汇总整合中国环保历次安环视频培训会后的在线

答题题目形成安全环保知识题库，经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自 10

月 10 日活动开始至 12 月 31 日活动结束，历经 83 天，共计 35.2

万余人次参与本次答题活动，其中各级领导班子累计答题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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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

本次答题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国环保领导干部对安全环保的

垂范与关注，广大党员与团员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参与活动。

后续，中国环保将持续推进三管三必须落地落实，助力集团公司

安全环保形势平稳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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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集团公司董事会，集团公司领导。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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