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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动态】 

杨传堂部长主持召开部务会强调，要把五大发展理念贯穿长

江航运发展各环节，打造黄金水道支撑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建设。

11 月 17 日，杨传堂部长主持召开部务会，研究加快长江航运科学

发展等工作。杨传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长江

航运科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促进长江航运转型升级，切实把长江

打造成黄金水道，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一是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长江航运转型

升级，发挥长江航运整体效益。二是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部与沿江省市、改革与发

展、管理与服务的“五个关系”，健全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三是全

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着力破解难题，进一步提升管理水

平和服务水平。四是加强交通安全监管，加快构建水上交通安全

体系，坚持依法监督，做到标本兼治，促进经验型管理模式向预

防、控制、处置一体的体系化管理模式转变，依靠科技创新和管

理创新，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水平，深入推进平安交通建

设。五是加强党的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

“严”的精神和“实”的作风推动长江航运科学发展。杨传堂要

求，各单位要进一步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协同配合、

狠抓落实，形成推进长江航运科学发展的合力，确保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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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霖副部长主持召开安全生产风险管理试点工作专题会，

强调要大力推进风险管理，推动安全工作向治本转变。11 月 16

日，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冯正霖主持召开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

险管理试点工作专题会议，总结分析安全生产风险管理试点工作

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今年以来，交

通运输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多发，形势严峻，要以试点工作为载

体，加快推进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

推动安全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他指出，推进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风险管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关于深化

安全生产体制改革、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控能力，管控住重大风

险要求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安全管理工作重心逐步由被动堵塞漏

洞向主动预防控制转变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科

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他要求，要以“严”和“实”为基本要求，

加强与试点单位的沟通联系，加大试点工作指导力度；以“精准

有效”为基本目标，加快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制定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办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

源分类分级导则》和各领域风险源分级标准、风险辨识手册以及

评估指南；以“全员参与”为基本保障，立足“全员参与、全过

程分析、全环节管控、全方位落实”，将风险管理作为各单位的

重要培训内容引入到干部培养、人才招聘和员工适岗之中，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政策和技术研究，依托国家安全生产监管

信息化工程，加快建设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重大风险

源监测、预警、管控提供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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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中副部长出席大型交通运输企业安全工作座谈会，要求

要严实并举抓好安全生产。11 月 11 日，我部组织召开大型交通运

输企业安全工作座谈会，18 家港航领域大型企业交流安全管理经

验。何建中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

安全形势，严实并举抓好安全生产。他指出，当前交通运输重特

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内河船舶涉海运输、无证非法经营等违法

违规行为屡禁不止，从业人员素质不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基础安

全管理工作不严不实等现象突出。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

重点工作。一是强化安全理念，切实将“安全第一”作为发展主

题，把“以人为本”原则贯穿到安全生产全过程。二是夯实安全

基础，重点抓好基层单位、关键岗位和现场管理人员，梳理完法

规标准，抓好人员培训、考试发证、资质考核工作。三是突出安

全重点，下大力气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水上客运安全管理，加

强安全体系建设，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完善

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尤其要确保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四是认真做好各类专项整治，特别是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管

控、重大危险源治理、内河船舶涉海运输以及长江危险货物运输

船舶过闸整治。五是为安全生产营造良好环境，明确安全管理责

任，加大安全生产绩效考核权重，树立“港航一家、唇亡齿寒”

理念。六是要强化行业监管，以安全为前提加强市场调控，科学

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做好对行业中央企业的安全监管；搭建信息

共享平台，建立行业内、区域性和部门间协同监管机制，加强专

业救援队伍和装备建设，做好重点时段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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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工作部署】 

部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

规则。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推进质量安

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和共享，加强社会监督，部印发《交通

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

开工作规则的通知》（交安监发〔2015〕167 号）。根据工作规则，

交通运输部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其政府网站设置“工程

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公布违法违规行

为信息。工作规则明确了对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工程建设项目发生

较大及以上等级的质量或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谎报、瞒报较大

及以上等级的质量或生产安全事故的；存在质量、安全事故隐患，

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指出或者责令限

期消除，但从业单位拒不采取措施或未按要求消除隐患的等九项

违法违规行为应列入部级信息公开目录。同时，明确了信息公开

内容、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程序、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

公开的主要依据、相关证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存档工作等具体

工作内容和要求。该工作规则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19 年 1 月 1日。 

部印发进一步加强长江干线危险货物运输船舶过闸安全工作的

通知。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吸取天津港“8.12”瑞海危险品仓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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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教训，加强长江干线载运危险货物船舶过闸

安全工作，部印发《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干线危险货

物运输船舶过闸安全工作的通知》（交水函〔2015〕754 号）。通知

要求，从事过闸危险货物运输的航运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全面落实本企业的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责任，对拟过闸危险货

物托运人、危险品船通过三峡两坝船闸前、待闸期间、过闸期间

等提出具体要求。要求长江海事局与长江航运公安局加强对过闸

危险品船安全联合检查，按照《长江过闸船舶安全检查办法（暂

行）》对一级危险货物船舶、二级易燃易爆危险品船实施 100%检查，

其它危险货物船舶随机抽查率不得低于 5%。通知还从加强安全监

督管理、强化应急能力和救援处置等方面提出了其他具体工作要

求。 

部印发开展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专项整治的通知。为

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维护正常航运经营秩序，部印发《交

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专项整治的通知》

（交海函〔2015〕811 号），决定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开展为期

6 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的主要任务有：一是加强船舶监

督检查，坚决查处内河船舶从事海上运输的行为；二是加强对相

关行业公司的管理，坚决查处内河船舶超范围经营、违法从事海

上运输疏于管理的情况；三是加强对沿海涉水工程施工作业监督

管理，坚决查处接收内河船舶运抵的货物的行为；四是加强对沿

海港口、码头、宕口、装卸点管理，坚决查处为内河船舶装卸货

物的行为；加强对水路运输、港口营运、水运工程建设的信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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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促进交通运输企业诚实守信、安全生产。同时，对此次专项

工作提出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履职、推行信用管理、加强

工作督查、加强宣传报道、及时总结交流等六项具体工作要求。 

【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专项整治】 

江苏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

况。10 月份以来，江苏省交通运输系统紧紧围绕“打非治违”专

项整治行动工作部署，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扎实开展专项行动。

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各单位抽调相关人员进行了检查、督查、

暗访。截至 10 月 31 日，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共自查隐患 10194

起，整改隐患 9897 起，隐患挂牌督办 111 起；组织检查 2856 次，

检查企业 9349 家，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15502 起；整治违规行为

16804 起，共处罚金 4655.11 万元，停产整顿 20 家，关闭取缔 13

家。省厅运管部门联合公安、安监部门，建立简报制度，按月下

发《江苏省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简报》，并对全省旅客运输、

普通货物运输违章前十名企业和危货运输违章前五名企业，以及

全省违章车辆总体情况进行通报。下阶段，江苏省厅将对梳理出

的重大隐患进行“回头看”，督促整改落实，对隐患整治不到位，

跟踪督导不力的单位，将严肃处理，决不手软。 

辽宁省交通厅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情况。根据部工作部署，辽宁省交通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深化和专项整治，截至 10 月 31 日，辽宁省各级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共组织执法检查组 1529 个，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检

查企事业单位和场所 6238 家次，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4029 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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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违规违章行为 14186 起，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了重特大事故的

发生，确保辽宁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平稳运行。其中，实施县以

上公路中桥以上危桥改造工程 95 座，总体形象进度 95%；农村公

路危桥工程开工 103 项，开工率 97.2%，完成 3602.0 延米/96 座，

总体进度为 93.7%；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完成隐患路段处治长度

184.5 公里，工程进度为 41.5%，部分项目因资金问题尚未开工。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工作，10 月份下达《督查

整改通知书》22 份，现已全部整改完毕，保证了高速公路运营安

全。公路路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固定与流动相结合、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白天与夜晚相结合等灵活措施，开展治超专

项整治，确保公路桥梁安全畅通。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按照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的统一部署，中外运长航集团所属各级

公司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大检查，堵塞管理漏洞，有效防范

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专项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航运事业

部各公司继续执行登轮，共检查 12 艘次，重点检查船舶隐患排查

执行情况和驾驶台秩序整顿情况；开展交叉登轮检查，相互督促，

提高安全检查的效果。长航集团安监部组织专门管理人员和船公

司管船人员到长江太子矶水域，现场调查了解通航环境，分析研

究安全通航问题，主动接洽管辖海事机构安庆海事局，指导船舶

航行操作，为长江船舶航行严格遵守航章航法提供支持保障。 

上海海事局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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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情况。上海海事局结合辖区水域通航环境的现状，有计划、

有步骤、有目的地实施专项整治行动。以船舶安全检查以及 AIS

轨迹回放、台账查阅、现场检查、跟船检查、交流座谈、无角本

演习演练等方式继续开展水上客运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开

展“危防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继续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危险化

学品运输船舶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落实上海港烟花爆竹危险品

船水上运输监管措施，落实内支线烟花爆竹运输船临时锚地等事

宜。对参与水工作业的船舶实施“一船一档”，严把准入核查关口，

杜绝未经备案的船舶参与作业，进一步规范和整治辖区渣土船舶

作业和运输。但部分船舶不按规定开启 AIS 现象依旧存在，经统

计进出黄浦江船舶 AIS 开启率仅为 50.26%，尤其夜间船舶航行不

开 AIS 比较严重。 

【行业和地方动态】 

部对赣江新干航电枢纽工程开展质量安全工作综合督查。11

月 2 日至 4 日，部安全质量司副司长潘海一行，对赣江新干航电

枢纽工程质量安全工作开展综合督查。督查组查看了赣江新干航

电枢纽工程两个主体工程施工现场，查阅了项目管理、工程施工

质量安全、设计、试验检测等方面的内业资料。督查组对江西省

在水运工程质量中的履职能力、质量安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等

方面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江西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督查组要求要重视督查整改工作，强化共性问题解

决；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施工过程控制，加大施工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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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和治理力度；要充分认识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工作所面临的

新形势新要求，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安全底线；完善应急处置机

制，对涉及结构稳定安全和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部

位严加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部组织召开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管理工作座

谈会。根据部 2015 年会议计划安排，部安全质量司于 11 月 23 日

组织召开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管理工作座谈会，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安全工作分管

领导、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正式代表 50 余人参加（20 余人列席）

了座谈会。会议就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改革、诚信管理、

风险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督办机制、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规范导则

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下一步，

部将结合本次座谈会提出的建议意见，抓紧制定出台相关管理办

法，并协商部内有关司局对新《安全生产法》需配套的规章制度

和标准规范进行梳理，尽快落实法定职责，推动行业“依法治安”

进程。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率先探索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标准化体系建

设，全面落实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规范。为有效解决各级

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措施不具体的问题，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自

2014 年 8 月起率先探索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标准化体系建设。截至

2015 年 10 月下旬，已完成道路运输、港航、海事、船检、施工安

全等五个领域的监管体系梳理，进一步明确了交通主管部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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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和执法机构三个主体在省、市、县三个层次的监管职责，

针对各项职责设定了监管内容和频率。试行本体系以来，道路运

输领域 2015 年 1-10 月行车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

分别下降 33.85%、46.12%和 38.74%，其中客运较大事故 1 起，占

省政府安全考核指标（7 起）14.29%；未发生重大事故。从整体推

进效果看，通过本体系基本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安全监管职责

无缝衔接，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间监管职责无缝衔接，同一单位

内部，综合监管部门与业务部门间监管职责无缝衔接，界定了履

职范围，明确了监管职责。此外，部将印发《交通运输安全动态

信息专刊》，对该项工作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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