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文件

辽应急发 〔⒛ 18〕 1号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保留 SO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厅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 办发 〔⒛18〕 37号 ),根据 《辽宁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自查

自纠工作的通知》(辽政办 〔⒛18〕 45号 )精神,我厅对有关行

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并经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办公

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决定保留的8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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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周知。

附件:保 留的 8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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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留的 sO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发文字号 文件名称

1 辽安监发 〔⒛⒄〕108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国有企业负责人安全生
产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0
‘ 辽安监发 〔⒛∝〕37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许可实施细则》的通知

3 辽安监发 (⒛∝〕38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的通知

4 辽安监人事 〔⒛
"〕

⒛ 号 关于安全生产培训有关问题的批复

5 辽安监人事函 〔⒛07〕 佰 号
关于申报安全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外语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6 辽安监办 (⒛Q7〕 112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工程专业狡术职铙-

资格评审标准 (试行 )》 的通知

7 辽安监道口 〔⒛08〕 81号 印发《鸭绿江道路、铁路两用桥管理办沥
的通知

8 辽安监调度 〔⒛08)ll9号 关于做好全省非煤工矿商贸企业事故结
案各案工作的通知

9 辽安监应急 〔⒛⒆〕104号 加强全省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

10 辽安监管一 〔⒛10〕 侣 号
关于委托实施《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行政处罚工作的通知

辽安监管一 〔⒛10〕 127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蒉
人和领导班子成员带班下井指导意见的

通知

0
乙 辽安监政法 〔⒛1o〕 6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的通知

13 辽安监办 (⒛ 11〕 16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驻辽企业和省属企
业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的指导意见

14 辽安监人事 〔⒛1l)108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培训大纲和考试大纲》的通知

15 辽安监人事函 〔⒛l1〕 “ 号
关于同意开展司钻人员安全培洲考核的

批复

16 辽安监调度 〔⒛11)131号
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页置7哐歹
营单位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查处办法》的实

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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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辽安监管三 〔⒛11〕 176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

18 辽安监管四 〔⒛ 11〕 ll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考评办法 (暂行 )》 的通知

19 辽安监管四 〔⒛11〕 1l6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暂行 )
的通知

20 辽安监管四 〔⒛ll〕 12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培训管理办法 (暂行 )的 通知

0
厄 辽安监管四 〔⒛ 11〕 143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冶金企业煤气及其他有
毒有害气体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0
乙

勹
乙 辽安监管一 (⒛ ll〕 86号

关于贯彻落实《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
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

施意见

23 辽安监管一 (⒛ 1l〕 141号
辽宁省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安全避险

“
六

大系统
”
建设指导意见

24 辽安监管一 〔⒛1l〕 14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25 辽安监规划 〔⒛11)120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资质审批程序》的通知

26 辽安监执法 〔⒛l1〕 137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违法案件举报

奖励办法》的通知

27 辽安监政法 〔⒛ 12〕 笱 号
关于深入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指导

意见

28 辽安监管一 〔⒛12〕 32号 关于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牌匾实行统一编号和式样的通知

29 辽安监管一 〔⒛12)190号 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金属非
金属矿山选矿厂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30 辽安监管三 〔⒛12〕 158号
关于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

督管理暂行规定》的指导意见

31 辽安监管三 〔⒛ 12〕 ⒛6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

32 辽安监规划 〔⒛ 13)饱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管工作

的意见

33 辽安监规划 〔⒛13)佰 号
关于修订《辽宁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I

一 4-



34 辽安监管三 〔⒛ 13〕 77号

辽安监管一 (⒛ 13〕 80号

辽安监管一 〔⒛ 13〕 134号 |

关于
罢条捃香熹通l氵蚤竿苒疒菏茗君

准化
关于加强小型露天

纛磊
场安全监管工作

的山
ˉ
7Ⅰ王Γ石Tr//s-=T

35

36

卫黜颃貘焉租鹎算
、

37 辽安监管四 (⒛ 13)152号

辽安监管三 〔⒛13〕 155号

猡
38

|关
于印发《∶辽宁省危

∫骂暄 ,品

登记管理实
施细贝刂)

关于贯彻落实《危险化
穿蘑窄癯勤笋

用许可
证管理办法氵

39 辽安监管三 〔⒛13〕 183号

40

辽安监管三 (⒛ 13〕 ⒉2号

辽安监人事 (⒛ 14〕 41号

辽安监管一 〔⒛14〕 19号

辽安监管四 〔⒛14)78号

辽安监管一(⒛ 15〕 78号  |

豇￡麽裹蟓  挛祥
们
 
~
 

辊

关于贯彻落实《烟花
昏耸譬 '营

许可实施办
法》的丬

《辽宁省安全生产
珥
格考试及证书管理

实施细则

关于认真组织开展全省金属非金属矿山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复评工作的通知

—

43

44 鐾Ⅰ爨錾壁斧膘屦混窘嚣霖霪伊凿盆箸
45 关嬲擤袋秽碥笋

—

46

47

辽安监管一 〔⒛15)124号 镯 貔 鹳 獬
的 氵甬左

"

关于建立尾矿库预警机制 (试行 )的 通知

关于加强地质勘探单位和采掘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48

49

50

罕蚩荐贪隽

蒇灭氓芰慧蜇苫萘咎劈笠檐会
苎
孚髯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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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 辽安监人事 〔⒛ 16〕 2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

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0
乙

~
b 辽安监管一 〔⒛16〕 佴 号

关于规范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建设期延期
工作的通知

’

D
~
b 辽安监管一 (⒛ 16)4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

场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通知》

54 辽安监管三 〔⒛16)⒉ 号
关于印发 《辽宁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55 辽安监管一 〔⒛16〕 9号
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

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
更范围的通知

56 辽安监管一 (⒛ 16)10号
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

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

作的通知

57 辽安监管一 〔⒛16〕 ⒛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企业特种作业

人员管理的通知

58 辽安监管一 〔⒛16〕 34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煤矿山领域防范和遏

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的通知

59 辽安监管一 〔⒛16〕 38号
关于加强长期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工作的通知

60 辽安监管三 〔⒛16〕 25号
关于修订 《辽宁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通知

61 辽安监执法 〔⒛ 17〕 4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0
乙

r
υ 辽安监非煤 〔⒛17〕 12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63 辽安监非煤 (⒛ 17〕 18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64 辽安监非煤 〔⒛17〕 21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非煤矿山主要危险部位

安全管控方案的通知

65 辽安监非煤 〔⒛17)31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66 辽安监非煤 〔⒛17)34号
咖 全监管丿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

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 (试行)的通知

67 辽安监非煤 〔⒛17〕 佴 号
关于构建完善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建
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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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辽安监非煤 匚⒛ 17〕 46另 - 关于规范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

”
和安全生产许可档案管理的通知

69 辽安监非煤函 〔2017〕 8号 关于石油天然气企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关问题的复函

70 辽安监危化 〔⒛ 17〕 ” 号
关于修改《关于加强全省化工企业检维修

作业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71 辽安监应急 〔⒛17)5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贾
彻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72 辽安监非煤 〔⒛18)3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金属非金属矿山
禁止使用的设各及工艺目录执行情况的

通报的通知

73 辽安监非煤 〔⒛18〕 8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辽
宁省贯彻落实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鸵
十三

五”
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74 辽安监非煤 〔⒛18〕 14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非煤矿山安
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项目验收工

作的通知

75 辽安监非煤 〔⒛18〕 18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认真做
好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提升工作的通知

76 辽安监非煤 〔⒛18)⒛ 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辽
宁省尾矿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

77 辽安监非煤 〔⒛18〕 ⒛ 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管理工作的通知

78 辽安监危化 〔⒛ 18〕 20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

的通知

79 辽安监危化 〔2018)21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全
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工作的通知

80 辽安监危化 (⒛ 18〕 zZI号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应急管
理部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

-7—



(信
`恝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⒛18年 12月 18日 印发

经办人:张迪 电话 :02⒋ 86896746 共印 40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