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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三年工作方案 

（2019 年-2021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2017年至 2018 年，市安委会组织相关单位，在本市危险化

学品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单位、建筑施工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两客一危”企业，矿山、非煤矿山及

尾矿库等 7个行业领域及涉及城市运行的水、电、气、热和公共

交通等 13家国有企业、11家市属公园开展安全风险评估试点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探索建立了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模

式。 

根据《2019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京政发

〔2019〕1 号）工作安排，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2019年至 2021

年，在本市建筑施工、市政、交通、商务、文化、旅游、危化、

工业、体育、园林绿化等 10 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的

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一、工作目标 

以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试点工作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安全风险

管理工作基础，不断完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标准体系，有效评估

各类安全风险，深入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切实增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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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二、工作任务 

（一）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评估标准体系。完善已发布城市安

全风险评估标准（详见附件 1），编制新增行业（领域）安全风

险评估标准（详见附件 2），形成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体系。 

（二）开展全覆盖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在全市建筑施工、

市政、交通、商务、文化、旅游、危化、工业、体育、园林绿化

等 10 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覆盖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建

立全市安全风险清单库和电子地图。 

（三）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在安全风险辨识

评估的基础上，全面调查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资源状况以及周边

单位的可请求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评估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能力和水平。 

（四）做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从

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对安全风险

分级、分层、分类、分专业进行管理，落实安全风险管控责任；

密切关注风险变化，及时开展动态更新，适当调整风险等级和管

控措施，确保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可控范围。  

（五）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基于城市安全风险大数

据，深入分析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建立健全重大安全风险研判机

制；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场所、区域、岗位、设备设施等进行

重点管控，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化解措施；针对重大安全风险源，

编制本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源生产经营单位与属地政府“一对

一”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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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责分工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统筹协调，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分类

指导，属地政府具体负责，充分发挥各单位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领

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总体部署、协调

指导和督查考核，建立完善市级安全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

统；组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库，做好技术支撑；统筹协调全

市风险评估工作资金支持；指导、督促各单位编制安全风险评估

标准，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和重大安全风险研判机制，做

好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市级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负责

完善已发布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和清单；编制新增行业（领

域）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和清单；指导、督促市属国有企业和各区

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工作，落实重

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措施；汇总本行业工作开展情况。（具体工

作流程详见附件 3.1） 

各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各区”）：负

责建立基于行业和属地监管的台账；组织区级部门、街乡镇开展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

工作，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重大安全风险

防范化解措施；汇总本区工作开展情况。（具体工作流程详见附

件 3.2） 

涉及到消防、特种设备等专业领域的，由负有安全管理职责

的部门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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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安排 

（一）前期准备和标准制定 

2019 年 6月 10日前，各部门、各区根据本方案提出的任务

和目标，结合职责分工，制定本部门、本区实施方案，报市安委

会办公室。 

2019 年 7 月底前，各部门完善已有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

和清单。 

2019 年 9 月底前，各部门编制并发布新增行业（领域）城

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和清单，组织做好培训宣贯工作。 

（二）安全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应急能力评估 

2019 年 10 月底前，各部门、各区完成已有标准行业（领域）

安全风险评估及分级管控、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估工作。 

2020 年 10 月底前，各部门、各区完成 60%新制定标准行业

（领域）安全风险评估及分级管控、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

估工作。 

2021 年 10 月底前，各部门、各区完成全部新制定标准行业

（领域）安全风险评估及分级管控、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评

估工作。 

（三）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各部门、各区完善重大安全风险联动机制，督促生产经营单

位制定、落实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措施；每年 11 月底前，形

成本行业领域、本行政区域的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和电子地图，

并完成本年度重大安全风险源“一对一”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及演

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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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风险动态更新 

各部门、各区定期组织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动态更新

工作，原则上每季度更新一次，重点关注新增安全风险、等级升

高的安全风险和综合叠加安全风险。 

（五）工作总结 

每年 11 月底前，各部门、各区全面梳理、总结工作开展情

况、典型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完成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形成

年度工作总结及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应急能

力评估报告、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等安全风险评估成果材料（要

求通过不少于 7人的专家评审审查，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报

市安委会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动态管理。各部门、各区要依据《北京市安全风

险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安全风险评估规范（试行）》

等文件要求，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动态更新常态机制，市安委会办

公室每季度通报各部门、各区动态更新工作情况。重大活动和重

点时期，各部门、各区要有针对性的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二）强化工作落实。各部门、各区要严格按照标准，全面、

系统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将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明确到人，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市安委会办公室将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纳入年度考核，定期调度工作，并抽查、核查各部门、各区工作

落实情况。 

（三）做好总结提高。市安委会办公室开展年度工作总结，

提炼工作经验，部署下一步全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会同各部门、



- 6 - 
 

各区研究探索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部门、各区要高度重视城市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建立本部门、本区主要领导负责制，有针对性地加

强安全风险研判，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

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为确保工作扎实推进，各部门、各区要抽调

相关业务骨干专项负责，定期对接，做到工作精细、重点突出、

推动有力。 

（二）加强资金保障。各部门、各区要把安全风险评估作为

一项常态工作，根据工作任务量，科学核算资金需求，提前做好

年度专项经费预算。按照有关管理规定，规范资金使用与管理。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部门、各区要加强工作信息的收集

汇总，及时沟通工作情况，特别是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要第一时

间组织协调、研究解决，确保工作任务有序开展。 

 

附件:1.已发布标准的行业（领域）列表 

2.新制定标准的行业（领域）列表 

3.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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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已发布标准的行业（领域）列表 

序号 部门 行业（领域）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建筑施工 

2 市城市管理委 
电力、城镇燃气、供热、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 

3 市水务局 供水、排水（含再生水利用） 

4 市交通委 

轨道交通运营、公共交通运营、高速公

路运营、省际客运、旅游客运、危货运

输、道路建设及养护项目 

5 市商务局 商业零售、餐饮 

6 市文化和旅游局 文化娱乐场所、星级饭店 

7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工业企业、

非煤矿山及尾矿库 

8 市体育局 体育运动场馆 

9 市园林绿化局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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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制定标准的行业（领域）列表 

序号 部门 行业（领域）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无） 

2 市城市管理委 户外广告设施、加气站等 

3 市水务局 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运行等 

4 市交通委 
普货运输、出租汽车、汽车租赁、机动

车维修、水上交通等 

5 市商务局 其它生活服务业 

6 市文化和旅游局 住宿业、旅游业等 

7 市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 

8 市体育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等 

9 市园林绿化局 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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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3.1 市级层面组织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制修订评估标准

组织培训宣贯

审核市属国企
基本信息

制定实施方案

对市属国企安全
风险再评估

是否有重大
安全风险源

分类汇总

否

是 编制一对一
预案及演练

区级部门

市安委会
 

（一）市级部门： 

1.根据全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方案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结合

职责分工，制定本行业实施方案，并下发至各区级部门和本行业

市属国有企业。 

2.完善已发布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及安全风险源辨识

建议清单；编制新增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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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辨识建议清单。 

3.组织针对区级部门、本行业市属国有企业等单位开展安全

风险评估宣贯培训工作。 

4.建立行业监管台账，组织本行业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安全风

险评估、分级管控与动态更新工作。 

5.组织本行业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

评估工作。 

6.根据市属国有企业安全风险源清单，对可能影响公共安全

的风险进行再评估，完成市属国有企业风险源信息及风险等级等

在线审核，形成本行业领域的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制定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明确管控主体和管控责任。 

7.结合本行业部门掌握的应急资源情况，针对重大安全风险

源，开展应急能力评估，编制本行业重大安全风险源企业（市属

国有企业）与属地政府“一对一”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

演练。 

8.汇总、分析本行业领域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本行业安全风

险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绘制安全风险电子地图，形

成本行业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撰写本行业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应急能力评估报告，报市安委会。 

（二）区级部门： 

在市级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区级层面组织的城市安全风险评

估相关工作。 

（三）街乡镇： 



 

- 11 - 

协助做好市属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单位在北京市应急管理信

息服务平台的注册工作。 

3.2 区级层面组织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组织工作培训

组织业务培训

审核生产经营
单位基本信息

对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风险再评估

制定实施方案

工作流程 责任单位

区政府

区级部门

街乡镇
区级部门

是否有重大
安全风险源

分类汇总

否

是 编制一对一
预案及演练

市行业部门

区政府 市安委会

区级部门

区政府
 

（一）区政府： 

1.根据全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方案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结合

职责分工，制定本区实施方案。 

2.组织针对区级部门、街乡镇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培训。 

3.监督各相关单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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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评估工作。 

4.汇总、分析本区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本区安全风险数据库

及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绘制安全风险电子地图，形成本区重

大安全风险源清单，撰写本区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

报告和和应急能力评估报告，报市安委会，加强市区之间、部门

之间的应急联动。 

（二）区级部门： 

1.建立行业监管台账。 

2.组织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业

务培训。 

3.组织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分级管控与

动态更新工作。 

4.组织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和应急能力

评估工作。 

5.在线审核生产经营单位所属行业等基本信息。 

6.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源清单，对可能影响公共安全

的风险进行再评估，完成生产经营单位风险源信息及风险等级等

在线审核，形成本行业领域的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制定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明确管控主体和管控责任。 

7.结合本行业部门掌握的应急资源情况，针对重大安全风险

源，开展应急能力评估，编制本行业重大安全风险源企业与属地

政府“一对一”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8.汇总、分析本行业工作开展情况，完成本行业安全风险数



 

- 13 - 

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绘制安全风险电子地图，撰写本

行业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和应急能力评估报

告，报区政府和市级部门。 

（三）街乡镇： 

1.在线审核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基本信息。 

2.协助做好生产经营单位在北京市应急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的注册工作。 

3.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重大安全风

险防范化解措施。 

4.汇总、分析辖区工作开展情况，撰写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应急能力评估报告，报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