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温政办〔2015〕91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15 年度第二批市级重大事故隐患
挂牌督办整改单位（场所）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整改和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各类事故的发
生，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将温州市鹿城区仰义铭裕五金制品厂等
19 家（处）单位（场所）作为 2015 年度第二批市级重大事故隐患
挂牌督办整改单位（场所）
，现予公布。
事故隐患属地政府及各督办单位要把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
患作为日常监管督查的重点，对挂牌单位（场所）进行现场公示，
落实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整改完毕后，属地政府要向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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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出验收申请，督办单位按规定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
由督办单位向市政府提出摘牌请示并办理隐患核销手续。对在规
定期限内未能整改到位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停产整顿，直至关闭。
（督办单位联系人：市安监局池为东，电
话 ： 88960822,13958961197 ； 市 公 安 消 防 局 张 一 军 ， 电 话 ：
86509706,13355772503）
鉴于温政办〔2014〕24 号文件公布的 23 家市级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已按要求整改完毕，不再列为市级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

附件：1.2015 年第二批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场所）名单
2.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审批表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9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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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年第二批市级重大事故隐患
整改单位（场所）名单
序
号

整改单位
（场所）

隐患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督办
单位

整改
限期

温州市鹿城
区仰义铭裕
五金制品厂
（鹿城区仰
义街道前京
村制革西路
12-1 号）

⒈车间内部分电器开关未装入开关盒内，带电体裸露；⒉车间
打磨涉及粉尘作业无集尘、除尘设施，未配备消防沙；⒊砂轮
机底脚未固定使用；⒋厂区大门为电动卷帘门，且未敞开，影
响应急疏散；⒌车间内物品堆放混乱，堵塞通道；⒍车间二楼
设有厨房和宿舍；⒎车间内临时线路混乱，未按规定敷设，部
分固定线路无套管，照明点灯未安装在固定灯座上；⒏仓库内
货物堆放混乱，无通道，无应急照明；⒐移动电风扇和电气插
座电源未采取漏电保护措施；⒑车间内无安全管理制度，无操
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志；⒒仓库内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⒓一、
二楼楼梯无防护栏杆。

鹿城区
政府

市安
监局

2015 年
12 月31 日

2

温州港泰五
金有限公司
（鹿城区藤
桥镇沈湾路
1 号）

⒈砂磨场所无除尘设施，砂磨机皮带轮无防护罩；⒉配电箱、
消火栓、消防器材箱前面堆放杂物过多，影响正常操作，配电
箱无接地；⒊砂轮机防护罩擅自拆除；⒋二楼仓库与办公场所
之间设木门相通，无防火隔离措施；⒌货梯无限载和警示标志；
⒍二、三楼仓库内物品堆放混乱，堵塞疏散通道；⒎二楼、三
楼超过 1.2m 的平台和三楼斜梯无防护栏杆；⒏临时线路随意
拖在地面，未按规定敷设；⒐手持电动工具、移动电气设备和
电风扇电气插座电源未采取漏电保护和接地措施；⒑四楼低于
2.5m 的照明未设置漏电开关；⒒车间内无操作规程和安全警
示标志；⒓三楼、五楼仓库照明点灯未安装在固定灯座上；⒔
灭火器放置不符合要求。

鹿城区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3

⒈车间出入口设置卷帘门，影响应急疏散；⒉起重机吊钩未设
置保险防止吊件脱钩措施；⒊生产设备未采取接地保护措施，
移动手持电动工具和电风扇电气插座电源未采取漏电保护措
施，且电线未穿管、部分电线布置混乱；⒋生产车间无序堆放
货物堵塞消防通道生产车间未设置的应急疏散通向标志图；⒌
温州泰泰化
部分开关盒的已损坏，部分开关带电体裸露，部分电气采用闸
工机械厂
刀开关；⒍部分机床照明未采用安全电压；⒎生产车间灭火器
（永中沧水
配备不足、放置不规范；⒏配电柜周边堆放杂物，电线布置混
桥路 35 号）
乱、未设置绝缘地片、未采取防触电措施；⒐工业气瓶使用未
设置防瓶措施、未提供焊工操作证；⒑砂轮机安装在疏散通道
上，防护罩已损坏；⒒起重机轨道安装连接在木梁上，不符合
特种设备安装要求；⒓机床及其它生产设备设置在消防通道
上，影响应急疏散。

龙湾区
政府

2015 年
市安
12 月 31 日
监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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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州中立机
械厂（瓯海
泽雅工业区
纬四路 11
号）

5

温州东启汽
车零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
（洞头区杨
文工业区燕
山 路 485
号）

⒈车间内设置办公场所，未以耐火极限不低于 2.5h 的不燃烧体
隔墙和厂房隔开，不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3.3.5 条规定；
⒉车间四楼外租作为鞋类仓库，未采用防火墙和厂房隔开，不符
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3.3.6 条规定；⒊配电房室内外地坪无
高差，未有效防止室外雨水倒灌；配电房出入口未设防止小动物
出入措施，未配灭火器，配电柜后方检修空间不足；桶装柴油未
设库存放，随意放置在发电机旁；⒋用电设备接线不规范，部分
台式设备和移动设备电源未接地，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手持用
电工具、电焊机未进行绝缘检测；⒌车间内抛光场粉尘收集装置
简陋，未有效除尘；抛光设备未经中介单位出具符合性说明；⒍
气瓶使用不规范，实瓶、空瓶未隔离存放，且未采取防瓶倒措施；
⒎车间内随意放置桶装油品，金属构件，堵塞疏散通道；⒏冲压
机的传动装置未设防护罩，部分设备未连接接地线，移动式用电
设备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⒐车间内随意堆放大量半成品，堵塞
疏散通道；⒑未对灭火器进行定期检测并记录，部分消火栓前堆
放杂物；⒒货梯未粘贴警示、警告标志。
一车间（金工车间）⒈台钻、车床照明未使用安全电压；⒉车间
内大部分配电开关未按规定安装在配电箱内；⒊车间内电线布置
凌乱，大部分固定安装的电气线路无阻燃套管； ⒋大部分 380V
用电设备无 PE 接地线，220V 插座等用电设备无漏电保护；⒌车
间内物品堆放混乱，堵塞通道；⒍砂轮机防护罩擅自拆除；⒎车
间内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未按规定配置在便于取用场所；⒏车间
内未划出醒目的通道，无应急照明。
二车间（冲压车间）⒈车间内大部分配电开关未按规定安装在配
电箱内；⒉车间内电线布置凌乱，大部分固定安装的电气线路无
阻燃套管；⒊大部分 380V 用电设备无 PE 接地线，220V 插座等
用电设备无漏电保护；⒋台钻皮带轮无防护罩，皮带仅有一根；
⒌车间内未划出醒目的通道，无应急照明；⒍照明灯无支架或吊
线，直接吊在电线上；⒎仓库内堆放混乱，无通道。
三车间（路得刀具）⒈磨床皮带轮无防护罩；⒉磨床照明未使用
安全电压；⒊车间内大部分配电开关未按规定安装在配电箱内；
⒋车间内电线布置凌乱，部分电线高度不足 2.5 米，大部分固定
安装的电气线路无阻燃套管；⒌大部分 380V 用电设备无 PE 接地
线，220V 插座等用电设备无漏电保护；⒍砂轮机防护罩擅自拆
除；⒎灭火器没有成对布置；⒏车间内无应急照明、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志；⒐车间内废弃设备未及时拆
除，车间内堆放混乱。
四车间（装配车间）⒈部分 380V 用电设备无 PE 接地线，手持电
动设备、220V 插座等用电设备无漏电保护；⒉部分固定安装的
电气线路无阻燃套管；⒊高于 1.2m 的平台无防护栏杆；⒋办公
场所隔墙、楼梯、平台均为木结构，耐火等级不足；⒌平台上方
低于 2.5m 的照明灯未使用安全电压或采取防护措施；⒍台钻皮
带轮无防护罩；⒎砂轮机底脚未固定使用；⒏工人操作车床、台
钻未佩戴防护眼镜；⒐未按规定配备消防器材。
配电房⒈配电柜前无绝缘垫；⒉电线未按规定敷设，配电房内线
路混乱，私拉乱接严重，均无阻燃套管；⒊配电房内未配备绝缘
杆、绝缘鞋和绝缘手套，无工作牌；⒋配电开关未按规定安装在
配电箱内，部分直接安装在木板上；⒌配电房内无应急照明和安
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单层冲压车间（配电房旁边）⒈操作空间狭小，物品随意堆放，
无安全通道；⒉车间内大部分配电开关未按规定安装在配电箱
内，部分安装在木板上；⒊车间内电线布置凌乱，大部分固定安
装的电气线路无阻燃套管；
⒋大部分 380V 用电设备无 PE 接地线，
220V 插座等用电设备无漏电保护；⒌低于 2.5m 的照明灯未使用
安全电压或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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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区
政府

2015 年
市安
12 月 31 日
监局

洞头区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6

7

8

乐清市恒星
摩配有限公
司(乐清市
石帆街道朴
湖一村)

瑞安市凯亿
鞋业有限公
司（瑞安市
仙降街道仙
降村仙降工
业区）

温州广雁包
装有限公司
（平阳县鳌
江镇务垟纸
箱工业小
区）

⒈整体厂区无接地系统，配电箱及用电设备均未接地，插座回
路未设漏电保护装置，未设接地线；⒉部分空气开关裸漏设置，
部分灯具无防护罩，晾干间内灯具采用电源线悬吊，电气线路
敷设混乱，部分未穿管敷设；⒊操作平台采用木质结构，且部
分平台缺防护栏；⒋烘干室结构采用木钢混合结构，没有采用
不燃和难燃结构，烘干热源采用裸露的电热丝加热；⒌油漆及
稀释剂随意堆放，没有独立的储存场所；⒍喷漆间内的吊扇、
照明灯、电气开关、电气插座及电气线路的敷设不符合防爆要
求；⒎喷漆间与周边企业安全间距不足，喷漆间与厂内其他场
所之间未采取防火隔离措施，且部分隔断措施采用木材质；⒏
喷漆间未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⒐烘干室未设置温度自
动控制及超温报警装置；⒑储气罐安全阀、压力表已损坏；⒒
现场未设置醒目的危化品安全周知卡、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
警示标志或设置不齐全。

乐清市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⒈车间安全出口仅 1 处且未直通室外，疏散出口采用卷帘门；
⒉一楼布置可燃液体储罐，未以防火隔间与其它厂房部分隔
离；储罐附近设置燃气厨房；⒊作业、储存场所混合，未划分
临时储存场地；⒋车间内堆放易燃液体（南光树脂）；⒌用电
系统三相四线，缺 PE 线，接地系统不完善；⒍移动式用电设
备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⒎部分开关未入盒；⒏二楼室外平台
未设护栏；⒐未对灭火器进行定期检测并记录；灭火器布置不
合理，取用不便；⒑应急疏散通道划分及警示标志不完善；⒒
裁布机传动装置未设防护罩；⒓应急照明、安全疏散标志不完
善。

瑞安市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⒈部分开关装设在可燃木板上；部分移动排风扇、手持电动工
具未设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部分开关箱无盖；配电箱积尘较
严重；照明等电气线路套管敷设不到位，低于 2.5m 的照明灯
具无防护措施；⒉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消防器材未定期进行检
查；⒊编织袋成品仓库与编织车间之间搭建铁棚，且间距仅约
4m，防火间距不符合要求；⒋编织车间三楼设有办公室，未与
车间采用有效的防火隔离措施，未设独立的安全出口；办公室
通往车间的门为普通门；⒌编织车间未设除尘装置，车间积尘
较重；⒍岗位员工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⒎作业现场缺少安全
操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识；⒏一楼至二楼的楼梯护栏已损坏；
⒐未设置职业危害告知牌；⒑拉丝机高温部位无防护措施，无
警示标志；⒒部分配电箱和消防器材前面堆放杂物，影响正常
使用；⒓编织袋成品仓库内堆垛与墙无间距，堆放较乱，堵塞
通道。

平阳县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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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贵斌鞋材
加工厂（永
嘉县东瓯街
道张堡工业
区）

⒈加工场与其他企业共用同一疏散楼梯，疏散出口未采取防火
隔离措施；⒉作业、储存场所混合，未划分临时储存场地；⒊
电缆布线混乱，未穿管保护，接线盒裸露，热压机及临时用电
设备未接地，移动式用电设备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应急照明
未连接电源；⒋应急疏散通道划分及警示标志不完善；⒌未提
供员工培训记录和职业健康体检档案。

永嘉县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苍南县亿帆
皮具有限公
司（苍南县
10
金乡镇半浃
连 路 568
号）

⒈车间出入口设置侧拉门上班时应采用插销固定，并且无序堆
放货物堵塞侧拉门和消防通道、消防通道未标识，未设置的应
急疏散通向标志图，应急照明数量不足；⒉用电设备未采取接
地保护措施、插座回路未设漏电保护装置，未接地线；空气开
关未安装在开关箱内；⒊疏散楼梯未设置栏杆及防坠落措施；
⒋仓库堆垛不规范，灭火器数量不足，部分灭火器前堆有杂物；
⒌胶粘剂及稀释剂堆放生产车间；⒍部分灯具采用电源线悬
吊，无防护罩，安装高度低于 2.5m 的灯具未设漏电保护，未
接地线；⒎冲床飞轮无防护罩。

苍南县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文成县加盛
机械有限公
11 司（文成县
巨屿工业
区）

⒈总进线配电柜缺柜门；车间母线敷设部分未采取绝缘防护措
施；动力柜里积灰严重，动力箱箱里线路布置混乱；配电柜前
堆有杂物，操作通道被堵塞；⒉配电柜、控制箱未接地线；控
制箱里插座回路未设漏电保护装置，未接接地线；部分控制箱
无箱门，箱里堆有杂物；部分空气开关、接触器等电器未设置
在开关箱里；⒊所有用电设备外壳未设接地线；⒋中频炉控制
室灯具安装高度过低，灯具无防护罩，灯具采用电源线悬吊；
控制室未设应急照明，未配消防器材；控制室插座回路未设漏
电保护装置，未接接地线；⒌临时线路未穿管敷设，敷设混乱；
⒍车间应急照明数量不足，安全出口标志安装不规范；⒎氧、
氩、二氧化碳钢气瓶无瓶帽和防震圈，未设防倾倒装置，氧气
瓶未储存在仓库内，液化石油气瓶储存在发电机房内；⒏车间
高度超过 1.2m 操作平台、平台楼梯、低于 2m 作业场所未设置
防护栏杆；⒐行车限位器损坏，无限载标志、缺操作规程、警
示标志；吊钩缺防脱钩；操作人员未戴安全帽等防护用具；⒑
仓库灯具无防护罩，灯具采用电源线悬吊；未设应急照明；⒒
钢水吊运区域无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⒓空压机、钻床等设备
皮带轮缺少防护罩；⒔厂内机动车辆（叉车）未经质监部门登
记；⒕办公场所、厨房与仓库质监未设实体墙隔开；⒖气瓶仓
库无排风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场所无
安全周知卡；⒗车间内未标出疏散通道警示黄线和疏散方向；
⒘厂区无车辆限速标志。

文成县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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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部分开关未装入开关箱内、部分开关箱缺盖，带电体裸露；
配电箱、插座回路、用电设备无接地线，未设漏电保护装置，
临时用电线路敷设混乱；⒉粉尘环境电力设施不符合《爆炸危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及《严防企业粉
尘爆炸五条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8 号）的要求；⒊
车间内灭火器数量不足，部分灭火器放置不规范，室内消火栓
泰顺县鼎尚
家具有限公
司（泰顺县
12
彭溪镇水尾
新 村 56-2
号）

无水；⒋喷漆房插座、灯具等电气设施不符合防爆要求，电线
未穿钢管敷设，未配备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仪；⒌调漆作业场
所未采用外开式防火门与其他场所有效隔开，未设置可燃气体
浓度报警仪；部分电气设施未采用防爆型；未设置防爆型排风

泰顺县
政府

市安
2015 年
监局 12 月 31 日

扇；⒍车间现场无粉尘清洁记录，未落实粉尘清洁制度，现场
粉尘未定期清理，积尘较多；⒎现场使用压缩空气吹扫粉尘；
⒏车间办公室未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⒐油漆仓库设置在驾校
旁边，与驾校之间无围墙相隔，耐火等级未达到二级，仓库内
无机械排风设施，无防流散设施，未安装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
仪；⒑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场所未设置醒目的安全周知卡、
管理制度和禁止烟火等警示标志。
1.车间未明确安全疏散通道；2.大部分机电设备外壳无 PE 接
地保护；3.车间电源架空线路布设不符合安全要求；压铸车间
架空线路在熔炉上方，应采取防高温安全措施；4.生产车间电
源线路拉接杂乱，无阻燃套管，部分电源控制开关裸露未装在
开关箱内；电源箱未张贴安全警告标识；5.移动及固定插座电
源，无 PE 接地保护线，未按要求装设漏电保护开关；6.大量
照明灯具高度不足 2.5 米，应按规定要求采用安全电压或采取

温州市佳洁
卫浴有限公
13 司（温州经
开区海城东
溪路口）

相应安全改造措施；7.二楼内喷漆采用简易喷漆柜，未与其他
场所隔开独立设置，周围 3m 范围内电气设施不符合防爆要求，
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未设警示标志在整改前严禁使用；
8.压铸车间烟尘严重，排通风不足；9.抛光车间电机等电器设

浙南产
业集聚 市安 2015 年
区管委 监局 12 月 31 日
会

备不符合防爆要求，且部分电气线路防爆套管脱落、电气控制
开关损坏；10.抛光除尘设施未与其他厂房分离，安装在抛光
车间内；⒒通风管道未设置检查口，管道内积尘无法及时清除；
⒓砂磨作业场所布袋除尘器直接安装在砂磨机上面；⒔未按规
定建立和落实粉尘浓度检测和定期清扫制度；⒕台式钻床皮带
轮未装设防护罩；⒖办公室楼道未配置应急照明；⒗简易升降
机未取得检测合格证，其棚架高于建筑物架设，没有采取防雷
接地安全措施；⒘生产车间消防器材配置不足，且未定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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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楼安全出口只有一个，只有一部疏散楼梯，符合《重大火
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3.2 条综合判定要素；
2.应急照明损坏且损坏率超过 50％，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
（GA653-2006）第 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3.火灾自动喷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温州鹏润国
方法》
（GA653-2006）第 6.1.4.6 条综合判定要素；
美电器有限
瓯海区
14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公司站南商
政府
方法》
（GA653-2006）第 6.1.7.2 条综合判定要素；
贸城店
5.消防控制室主机无法正常运行，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
控制，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7.3
条综合判定要素；
6 机械排烟无法正常启动，排烟机房设置不符合要求，符合《重
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5 条综合判定要素。

15

16

17

市公
2015 年
安消
12 月 31 日
防局

永嘉县江北
街道金汇景
园业主委员
会（金汇景
园）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正常运行，符合《重
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7.2 条综合判定要
素；
2.高层建筑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 30%，符合《重大火灾隐
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3.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
（GA653-2006）第 6.1.7.3 条综合判定要素。

永嘉县
政府

市公
2015 年
安消
12 月 31 日
防局

泰顺县良子
足浴店

1.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损坏率超过 30%，符合《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2.自动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
（GA653-2006）6.1.7.3 条综合判定要素；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符合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6.1.7.2 条综合判定要
素；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
（GA653-2006）6.1.4.6 条综合判定要素；
5.防火门损坏数量超过 50%，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6.1.2.2 条综合判定要素。

泰顺县
政府

市公
2015 年
安消
12 月 31 日
防局

平阳县佰联
超市有限公
司鳌江镇吉
祥店

1.场所内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3.2 条综合判定要素；
2.场所内未按规定设置应急照明装置，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
（GA653-2006）第 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3.场所的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
（GA653-2006）第 6.1.3.8 条综合判定要素；
4.场所内未按规定设置自然排烟窗或机械排烟设施，符合《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5 条综合判定要素。

平阳县
政府

市公
2015 年
安消
12 月 31 日
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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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苍南县富得
宝家具有限
公司

1.1 号厂房室内消火栓无水，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
（GA653-2006）第 6.1.4.3 条综合判定要素；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无法正常运行，符合《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7.2 条综合判定要素；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处于故障状态，无法正常运行，符合《重大
苍南县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4.6 综合判定要素；
政府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常联动，符合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7.3 条综合判定
要素；
5.1 号厂房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多处损坏，符合《重大火灾隐
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温州市华侨
包装有限公
司

1.火灾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符合《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7.2 条综合判定要素；
2.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符合《重大火灾隐
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4.6 综合判定要素；
3.生产车间室内消火栓无水，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4.3 条综合判定要素；
4. 生产车间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 50%以上，符合《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
（GA653-2006）第 6.1.3.5 条综合判定要素。

市公
2015 年
安消
12 月 31 日
防局

浙南产
市公
业集聚
2015 年
安消
区管委
12 月 31 日
防局
会

— 9 —

附件 2

市级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审批表
整改单位（场所）
地

址（桩号）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公布文号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时间

申请验收时间

隐患内容

整改措施

资金投入

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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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
安委办意见

年

月

日

县（市、区）
政府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督办单位
意
见

注：1．本表一式三份，市、县安委办各一份，整改单位一份。
2．报送本表时，请附送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安全评价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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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12 —

2015 年 9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