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衢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告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全市有登记在册特种设备 37750 台，

其中在用状态设备 34138 台，停用状态设备 3612 台。八大

类特种设备分类数量为：锅炉 1476 台，压力容器 21390 台，

电梯 6480 台，起重机械 6326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2041

辆，大型游乐设施 37台套，涉及使用单位 4113 家。另有各

类气瓶 64 万只，压力管道 1658.09 千米。按地区分布数量

情况如下图：

与 2015 年同期登记在册的特种设备总数相比，增长率

为 8.5%，各类设备的增长率为别为：锅炉-11.8%（减少 198



台），压力容器 7.3%（增加 1448 台），电梯 19.5%（增加 1059

台），起重机械 5.0%（增加 303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 20%（增加 340 辆），大型游乐设施 5.7%（增加 2台），各

类气瓶增加 50485 只，压力管道新增 334.1 千米。

全市累计考核发放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 27825 本，其

中 2016 年度考核发证 1155 本。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全市有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

修理）44 家，取得特种设备许可项目 65 项。其中：锅炉制

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6家，取得许可 6项；压力容器

设计、制造单位 18 家，取得许可 23 项；气瓶及安全附件制



造单位 7家，取得许可 7项；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安装单位

13 家，取得许可 16 项；电梯安装、修理单位 5 家，取得许

可 5项；起重机械制造、安装、修理单位 5家，取得许可 8

项。

全市有气体充装单位 62 家，其中工业气体气瓶充装单

位 28 家，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 20家，车用气瓶充装单位

4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 11 家。

（三）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全市共有持证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11 家，包括综合检验

机构 1 家（衢州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企业自检机构 1 家

（巨化压力容器检测站）和气瓶检验机构 9家，依法取得涵

盖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电梯、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能够满

足我市特种设备检验需求。

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情况如下：

——制造监督检验：全年完成锅炉制造监检 843 台，压

力容器制造监检 19454 台，简单压力容器制造监检 106457

台，焊接气瓶制造监检 106726 只，非重复充装气瓶 4837052

只。

——安装改造修理监督检验：全年完成锅炉、压力容器、

电梯、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理监督检验 2760 台，发现并督

促企业处理质量问题 558条。

——定期检验：全年共完成特种设备定期检验 12551 台

（辆），其中锅炉 678台，压力容器 4023 台，电梯 4353 台，



起重机械 2090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1396 辆，发现

并督促企业处理安全问题 6063 条。气瓶检验机构共完成气

瓶定期检验 151384 只，发现并处理问题 32305 条。

——槽罐车定期检验情况：全年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检验罐式集装箱 367台，承压罐车 112台，及时督促隐

患企业处理相关安全问题。

二、特种设备事故情况

（一）事故总体情况

2016 年，全市未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继 2011 年之后，

五年来再次实现全年全市特种设备安全零事故。



三、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总体情况

(一)、全力以赴做好 G20 杭州峰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专题部署落实。市政府成立以副市

长为组长的 G20 峰会特种设备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

领导和统一协调；及时研究制定三个专项保障方案：《衢州

市 G20 峰会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方案》、《衢州市 G20 峰

会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应急预案》、《衢州市 G20 峰会特种设

备技术检验保障方案》。同时召开全市 G20 峰会特种设备安

保工作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明确工作职责，明确工作

纪律要求，明确值班值守要求。

2、 建立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一是建立工作督导

报送机制，明确市局班子成员督导检查责任片区，每个阶段



带队督导检查，实施“日报告、周小结、月总结、段验收”

的信息报送制度；二是建立重大问题交办提示制度，以市领

导小组名义向各县（市、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发函交办

和提示一些重大隐患和问题，实施挂牌督办；以市局行政名

义将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向基层局进行交办督办，抓好隐

患整治闭环工作。三是建立会商研判制度，开展每周一次情

报信息会商研判，由市局领导牵头，系统地梳理当周各类问

题及动态，采取应对措施，开展专题会商研判，针对不同类

别特种设备进行会商研判，有效地解决电梯的维护保养质量、

移动式压力容器定期检验等专业性问题。四是建立专项通报

制度，每月推送一期《G20峰会特种设备安保工作专报》，用

数据和表式通报各项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实施检验机构报

告重大问题处置情况季度通报；五是建立应急演练制度，组

织开展市、县级特种设备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响应

及现场处置能力，督促重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全部开展演练，

基本实现演练全覆盖；六是建立培训提升制度，开展以会代

训，在各类相关会议上，领导带头讲安保、讲业务，实施跟

班学习，组织一线监管人员到检验机构跟班检验学习，提升

专业知识和现场发现问题的能力。

3、加强工作协调，确保检验到位。严格实施检验保障

方案，积极协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累

计完成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7459 台套，按时完成提前检

验和保障性检验任务 627台套，有力地保障了特种设备的安

全运行。

（二）、持续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大监管工作

1、强化多元管理，实施联合检查。进一步贯彻落实市



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特种设备安全大监管体系建设的意见》

和《关于加强电梯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发挥特种设备安

全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常态化联动机制建设，会同住建、

商务、交通运输等重点部门在城镇燃气、公共场所电梯、危

化品运输等领域实施联合检查 18 次，发现治理隐患 34 个，

整改治理率达 100%，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合力。

2、强化乡镇街的安全责任落实。通过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制的落实，实现了目标责任制考核、定期通报、履行职责、

分类监管四个百分百，共对 446 家企业、877 台特种设备实

施了巡查，发现和治理隐患 212个，隐患治理率 100%。

（三）、强化排查检查，严守安全底线。

1、抓好日常检查。抓好节日、极端天气及年度计划的

日常安全检查工作，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2674 人次，检查企

业 987 家，检查特种设备 2069 台，发现一般隐患 1063 项，

严重隐患 81 项，下发安全监察指令书 118 份，所有隐患实

现全封闭。重大问题46项（其中电梯重大问题28项，占61％）。

2、抓好专项检查。开展起重机械经营单位专项检查，

依法规范 19 家经营单位的检查验收和销售记录，实现经营

源头安全管控；开展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和医用氧舱安全专项

检查，检查快开门式压力容器 142 台、医用氧舱 6台，消除

隐患 31 项；开展车用气瓶充装站检查，检查充装站 3 个，

消除隐患 15 项；开展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检查，核查涉嫌

超期未检罐式集装箱 447 台、承压罐车 57 辆；开展大型游

乐设施安全检查，检查在用大型游乐设施 33 台，消除隐患



42 项；开展瓶装燃气充装单位检查，检查充装站 19 家，消

除隐患 150项。

3、加强电梯监管。对在衢州从事电梯维保工作的 30家

单位逐一进行备案审核并向社会公告；开展自动扶梯安全检

查，检查自动扶梯 221 台，消除一般隐患 23 项；开展老旧

电梯安全风险评估，监督更新改造 8台，监督报废 7台，监

督隐患整改 74 台；开展电梯维保质量监督抽查，向社会公

示抽查结果；加强电梯困人应急处置，落实专业救援力量，

累计解救电梯困人 148 起 263 人次。

4、开展分类分级。市政府召开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分类

分级推进会，号召各地学习“衢江模式”，全面推行分类分

级工作，通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分类分级标准化工作的推行，

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全面细化地做好隐患自查自纠工作，

全市共完成 3346 家单位的分类分级工作。

5、打击违法行为。全面实施“蓝剑 2 号”特种设备专

项执法行动，特别是以瓶装燃气充装、电梯维护保养等领域

为重点，立案查处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34 件，严厉打击了特

种设备领域“三非两超一无一违”行为。

6、服务生态建设。开展锅炉节能减排服务工作，督促

锅炉制造单位严格执行能效测试制度，确保符合能效标准出

厂，督促开展 10 蒸吨/时以上在用燃煤锅炉能效测试工作，

全年完成锅炉制造监督检验 460 台，安装监督检验 92 台。

定期检验 686 台，在用锅炉能效测试 10 台。配合开展在用

燃煤小锅炉淘汰改造工作，全市完成 232 台。加强锅炉司炉

作业人员的节能教育，全年考核司炉人员 104人。

（四）、加强宣传报道，营造工作氛围。



1、加强媒体宣传。邀请电视台对领导带队督查检查、明

查暗访、老旧电梯风险评估、市级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电梯应急救援演练等专项工作进行拍摄，在平安衢州、

直击焦点等栏目上予以播放宣传；同时还在衢州报等新闻媒

体上刊登峰会安保质监在行动等专题报道予以宣传；在市局

门户网站发布《2015 年衢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告》。

2、加强公共场所宣传。充分利用电梯这个公共交通工

具，印制 6000 份文明乘梯宣传语和电梯安全责任公示宣传

单，在全市 5425 台在用电梯上进行了张贴宣传，取得较好

的收效。

3、开展“三进”等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

“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宣传，放映文明乘坐电梯宣传

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法》宣传讲座等活动，免费培训相

关人员 2235 人次；在“3.15”、“安全生产月”、“质量月”

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发放《电梯安全使用图解》

等宣传资料 6648 份，设置特种设备安全展板及宣传画 195

块等。

四、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落实到位。

从今年的现场检查中发现，还存在大量的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人员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存在设备超期未检、安全

附件超期未检在用的现象，存在应持证而未持证上岗等现象。

(二)、安全监管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县（市）机构改革即“三局合一”的实施到位，基

层监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但由于这部分人员都是新从事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缺乏专业知识，还不能独立开展安全



监察工作，亟需提升业务水平。

(三)、老旧电梯安全风险大。

今年对 74 台在用 15 年以上的老旧电梯进行了风险评估，

结果全部存在最高的Ⅰ级风险隐患，形势严峻，同时电梯的

维修改造资金难以落实，导致一些隐患一时难以消除。

五、2017 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重点

以确保重特大事故“零发生”、责任“零缺位”、安全

隐患“零漏洞”、违法行为“零容忍”为工作目标，以落实

安全责任为核心，完善特种设备安全大监管工作体制，构建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信息

化和自身能力建设，加强监管方法创新和安全文化传播，服

务衢州经济社会发展。

（一）、压实主体责任，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制机

制。

1.压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

健全岗位责任制、隐患排查治理、专项应急救援预案等安全

管理制度，开展风险排查和风险辨识，建立动态风险隐患清

单，从设备、人员、管理等方面加强风险管控，提高自主安

全管理水平。

2.巩固大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贯彻实施《浙江省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条例》，巩固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联席会

议制度；推广“三书”（特种设备安全使用告知书、特种设

备安全使用承诺书、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整改确认书）工作制



度，加强联合检查、联合整治，落实部门、乡镇（街道）监

督检查责任；完善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考核机制，及时协调解

决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行业协会参与特种设备风险

研究、诚信体系建设、行业自律规范和舆论监督，开展行业

信息收集、分析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重点支持市特种设

备技术协会开展电梯安全技术交流、电梯维保工职业技能竞

赛、电梯维保点星级评定等工作，促进行业发展。

4、推进社会化服务工作。结合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浙

政办发[2016]7 号）精神，积极探索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社会

化服务工作。

（二）、坚持底线意识，构建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5.严格日常监督检查。以大型商场、医院、学校等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为重点，围绕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高风险

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大型起重机械等重点设备，强化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以取得许可资质未满一年和投

诉举报较多的单位为重点，强化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日常监督

检查；以严格行政许可、严把源头关口为目的，开展评审后

发证前的检查抽查；结合区域实际，合理制定日常监督检查



计划，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狠抓检查计划执行率和

隐患整改率。

6.开展专项监督检查。聚焦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深入开展重点区域、重要行业的专项整治。继续

对老旧电梯、问题电梯加强检查整治；对易发事故的叉车、

起重机械加大整治力度；对大型游乐设施加强检查督查；推

进长输管道和公用燃气管道的全面检验工作。指导各县（市、

区）根据辖区不同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

7、狠抓重要节点的安全保障。周密部署春节、国庆、

十九大召开等重大节假日、重点时段和重大活动期间的特种

设备安全检查工作，保障重要节点不发生有负面影响的特种

设备安全事故。

8、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深化电梯维保单位量

化记分考核和电梯维保质量监督检查制度；深入探索基于风

险的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制定《特种设备使用

安全管理规范及评价规则》地方标准，以标准化手段科学开

展风险评价分级和风险公告警示工作，对安全风险等级高的

使用单位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组织召开现场会加以推

广实施。建立会商研判机制，对可能引发区域性、行业性安

全的问题进行会商研判和预警。督促检验机构建立特种设备

安全风险管控制度，根据检验掌握情况，实施分类管理。



9.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立“企业自查、乡镇（街

道）巡查、部门督查、社会监督”的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全面实施“四单一网”（即责任清单、设备清单、隐

患与问题清单、隐患与问题核销清单，网格化管理）的工作

方法，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实现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

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加强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的

衔接，通过联合检查、联动执法、联手整治，着力解决一些

行业和领域的突出问题和安全隐患。继续施行重大隐患、重

大问题挂牌督办和提示提醒机制，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依法依规采取停用等行政强制措施，实现主动有效的风

险管控。

10.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部门应急预案和市级

特种设备专项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分类应急演练工作；指导

各县（市、区）局开展各类特种设备的应急演练，重点开展

将特种设备安全融入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预案的综合应急

演练，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有效应对机制。

（三）、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加强科学监管和方法创新。

11、完善智慧监管信息系统。完善特种设备智慧监管信

息系统，以信息化手段支持监管业务办理、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预测预警、安全信息传输等工作，运用“大数据”分析

进行风险隐患研判、预警和推送。



12、加快电梯应急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统一呼号的电梯

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开展电梯故障统计、故障原因

分析、风险预警监测、维保质量监测等工作，实现电梯安全

运行智能化监管。

13、推动气瓶信息化管理。继续推进气瓶信息化系统建

设工作，实现气瓶登记、充装销售、检验检测等信息实时预

警；督促车用气瓶充装单位完善车用气瓶电子标签信息化系

统。

（四）、提升能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文化传播

14．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职能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工作，召开基层市场监管所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现场会，完善网格化监管；加强对基层局

安全监察工作的指导，组织开展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

的业务技能培训，继续实施新进安全监察岗位人员跟班检验

学习制度，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15. 强化法规标准体系的学习。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法》、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启动

《衢州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的地方立法研究；跟进《固定

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即将出台的《特种设备使

用管理规则》、《锅炉节能环保监督管理办法》等规章、规

范的学习，及时调整工作措施。



16.大力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文化传播。加大安全知识宣

传力度，重点开展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安全知识的宣传普

及，提高宣传的组合性、广泛性、受众性、持续性。继续开

展特种设备安全“三进”宣传活动，开展“3.15”“安全月”、

“质量月”期间的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开展面向全社会的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知识和法律法

规的系列宣传活动。

（五）、围绕发展大局，强化服务保障。

17.服务生态建设。继续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开展锅炉节

能减排攻坚战的要求，进一步梳理在用锅炉状况，全面取缔

列入淘汰目录的锅炉。严格按照《衢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十

三五”规划》的要求，积极推进在用锅炉能效测试和燃煤小

锅炉淘汰改造工作。

18.服务社会民生。以提升百姓出行安全感为落脚点，

加强电梯等与社会民生关系密切的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和

服务保障工作，争取将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列入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积极推广实施浙江省电梯责任保险示范

项目，提高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

19.服务产业发展。紧紧围绕浙江“三强一制造”即质

量、品牌、标准强省和“浙江制造”品牌建设，结合衢州特

种设备装备制造产业实际，做好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



力管道元件、起重机械等行业的“精准对接精准服务”工作，

不断提升衢州制造特种设备的产品质量和行业竞争力。

衢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 年 2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