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分标准
（2019 版）

1.城市总体规划及防灾减灾等专项规划（2 分）。
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未体现综合防灾、公
共安全要求的；未制定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安全生产规划、防震减
灾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防洪规划、职业病防治规划、消防规
划、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排水防涝规划等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
计划的；上述规划没有进行专家论证评审和中期评估的；每发现上
述任何一处情况扣 0.5 分，2 分扣完为止。
2.建设项目安全评估论证（2 分）。
建设项目未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010 年 12 月 14 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11 月 2 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7 号修正）要求开展安全预
评价的，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2001 年 11 月 15 日
国务院令第 323 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
正）要求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未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
务院令第 394 号）要求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未采纳评价（评
估）报告建议且无合理说明的，每发现上述一处情况扣 0.5 分，2
分扣完为止。
3.城市各类设施安全管理办法（1 分）。

未制修订城市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综合交通枢纽、管
线管廊、轨道交通、燃气工程、垃圾填埋场(渣土受纳场)、电梯、
游乐设施等城市设施安全管理办法（含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每缺
一项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4.市政安全设施（2 分）。
（1）市政消火栓（消防水鹤）未保持完好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市政供水、供热和燃气老旧管网改造率≤80%的，扣 1 分。
注：供水、供热老旧管网指一次、二次网中运行年限 30 年以上
或材质落后、管道老化腐蚀脆化严重、存在泄漏、接口渗漏等隐患
的老旧管网。燃气老旧管网指使用年限超过 30 年的灰口铸铁管、镀
锌钢管（经评估可以继续使用的除外），或公共管网中泄漏或机械
接口渗漏、腐蚀脆化严重等问题的老旧管网。改造率在 2017 年排查
出的老旧管网基础上计算。
5.消防站（2 分）。
（1）消防站的布局不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要求，在接到出动指令后 5 分钟内消防队无法到达辖区
边缘的，每发现一座扣 0.2 分，0.4 分扣完为止。
（2）消防站建设规模不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要求的，每发现一座扣 0.3 分，0.6 分扣完为止。
（3）消防通信设施完好率低于 95%的，扣 0.5 分。
（4）消防站及特勤站中的消防车、防护装备、抢险救援器材和

灭火器材的配备不符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
要求的，每发现一项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6.道路交通安全设施（2 分）。
（1）双向六车道及以上道路未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
范》（GB 50688-2011）要求设置分隔设施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城市桥梁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2015）等要求设
置限高、限重标识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少于 150 米范围内交通
安全设施未按照《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
（GA/T 1215-2014）要求设置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1 分扣完
为止。
7.城市防洪排涝安全设施（2 分）。
（1）城市堤防、河道等防洪工程建设未达到《防洪标准》（GB
50201-2014）、《城市防洪规划规范》（GB 51079-2016）、《城市
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等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2）城市易涝点未按整改方案和计划完成防涝改造的，每发现
一处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8.地下综合管廊（1 分）。
（1）未编制城市综合管廊建设规划的，扣 0.2 分。

（2）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建设率<15%的，扣 0.4 分；15%
≤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合管廊建设率<30%的，扣 0.2 分。
（3）城市道路综合管廊综合配建率<1%的，扣 0.4 分；1%≤城
市道路综合管廊综合配建率<2%的，扣 0.2 分。
9.城市禁止类产业目录（1 分）。
未制定城市安全生产禁止和限制类产业目录的，扣 1 分。
10.高危行业搬迁改造（3 分）。
未制定危险化学品企业退出、改造或转产等奖励政策、工作方
案和计划的；未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7 号）要
求，完成相关危险化学品企业搬迁改造计划的；近三年新建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进园入区率小于 100%的；发现存在上述任何一处情
况，扣 3 分。
11.危险化学品企业运行安全风险（3 分）。
（1）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未建设完成视频和安全
监控系统及危险化学品监测预警系统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
产装置和储存设施未安装安全仪表系统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3）油气长输管道不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的，两侧安全距离不
符合《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要求的，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

区域未安装全天候视频监控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1 分扣完为
止。
12.尾矿库、渣土受纳场运行安全风险（2 分）。
（1）未定期开展尾矿库安全现状评价的，扣 0.5 分。
（2）三等及以上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未正常运行的、报警信息
未及时处置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未对渣土受纳场堆积体进行稳定性验算的，未对渣土受纳
场堆积体表面水平位移和沉降、堆积体内水位进行监测的，每发现
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13.建设施工作业安全风险（2 分）。
（1）建设施工现场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塔吊等起重机械未按照《建筑塔式起重
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2014）要求安装安全监
控系统的；列入《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大型起重机械目录》（质
检办特联„2015‟192 号）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大型起重机械未安
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建设工程项目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未按照《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2018 年 2 月 12 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发布，根据 2019 年 3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47 号修正）要求审查或未按方案施工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14.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3 分）。
（1）人员密集场所未按照《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导则》
（GA/T 1369-2016）要求开展风险评估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
0.5 分扣完为止。
（2）人员密集场所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未建立大客流监测
预警和应急管控制度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人员密集场所电梯未注册登记、未监督检验或未定期检验
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4）人员密集场所消防车通道不符合《城市消防规划规范》
（GB
51080-2015）等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5）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防火门）不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自动喷水灭火设计规范》（GB
50084-2017）、《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等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1 分扣完为止。
15.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风险（2 分）。
（1）大型群众性活动未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每发现一次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2）未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中使用大客流监测预警技术手段的，
未针对大客流采取区域护栏隔离、人员调度、限流等应急管控措施
的，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16.高层建筑、“九小”场所安全风险（4 分）。
（1）高层公共建筑未明确消防安全经理人的；高层住宅建筑未
明确楼长的；高层建筑未设置消防安全警示标识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高层公共建筑、高层住宅建筑电梯未注册登记、未监督检
验或未定期检验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户籍化”工作未验收达标的，每发现
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4）上一年度未开展“九小”场所隐患排查的或未开展建筑内
部及周边道路消防车通道隐患排查整治的，扣 1 分；未按照整改计
划完成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5）餐饮场所未按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
要求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
扣完为止。
（6）上一年度未开展各类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隐患排查的，
扣 1 分；未按照整改计划完成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
扣完为止。
17.城市生命线安全风险（3 分）。
（1）供电管网未安装电压、频率监测监控设备的，供水、供热
管网未安装压力、流量监测监控设备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重要燃气管网和厂站未安装视频监控、燃气泄漏报警、压

力、流量监控设备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未建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扣 0.5 分。
（4）上一年度未开展地下管线隐患排查的，扣 0.5 分；未按照
计划完成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5）未建立城市电梯应急处置平台的，扣 0.2 分。
（6）城市用户上一年度平均停电时间高于该年度全国城市用户
平均停电时间的，扣 0.3 分。
（7）未开展地下工程施工影响区域、老旧管网集中区域、地下
人防工程影响区域主要道路塌陷隐患排查的，扣 0.5 分；未按照计
划完成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18.城市交通安全风险（4 分）。
（1）未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的，
扣 0.4 分；未建立公交驾驶员生理、心理健康监测机制，定期开展
评估的，扣 0.4 分；新增公交车驾驶区域未安装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的，每发现一辆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2）长途客运车辆、旅游客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未安装防碰
撞、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和卫星定位装置的，每发现一辆扣 0.1
分，1 分扣完为止。
（3）未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预评价细则》
（AQ 8004-2007）、
《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前安全评价规范》（AQ 8007-2013）、《城
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细则》（AQ 8005-2007）等要求在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试运营前、验收阶段进行安全评价的，每

发现一项扣 0.2 分，0.6 分扣完为止；未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初期
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地铁和轻轨》（交办运„2019‟
17 号）要求开展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和车站紧急疏散能力评估的，
未按照《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第 1 部分：地铁和
轻轨》（交办运„2019‟83 号）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
估规范》（交办运„2019‟84 号）要求开展正式运营前和运营期间
安全评估的，未按照《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导则（试行）》
（公消„2013‟60 号）要求开展城市轨道交通消防设施评估的，每
发现一项扣 0.1 分，0.4 分扣完为止。
（4）城市内河渡口渡船不符合《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200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令第 355 号发布，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正）、《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9 号）等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5）铁路平交道口的安全设施及人员设置管理不符合《铁路道
口管理暂行规定》（经交„1986‟161 号）等要求的，每发现一处
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未建立高速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双
段长”等机制的，扣 0.2 分；未定期组织开展铁路外部环境问题整
治专项行动的，扣 0.2 分；未按计划完成铁路外部环境安全管控通
报问题治理的，每发现一个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19.桥梁隧道、老旧房屋建筑安全风险（3 分）。
（1）未定期开展桥梁、隧道技术状况检测评估工作的，每发现

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桥梁、隧道安全设施隐患未按计划和整改方案完成整改的，
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3）未开展城市老旧房屋隐患排查的，扣 1 分；未按整改方案
和计划完成隐患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4）未开展户外广告牌、灯箱隐患排查的，扣 1 分；未按整改
方案和计划完成隐患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0.气象、洪涝灾害（3 分）。
（1）水文站的水文监测预警系统未正常运行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0.4 分扣完为止。
（2）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低于 90%的，扣 0.6 分。
（3）未编制洪水风险图的，扣 0.5 分。
（4）未开展城市洪水、内涝风险隐患排查的，扣 0.5 分；未按
整改方案和计划完成隐患整改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5 分扣
完为止。
（ 5 ） 易 燃 易 爆 场 所 未 按 照 《 建 筑 物 防 雷 设 计 规 范 》 （ GB
50057-2010）、《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GB 50650-2011）
等要求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或未定期检测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1.地震、地质灾害（3 分）。
（1）未开展城市活动断层探测的，扣 0.2 分。
（2）未开展老旧房屋抗震风险排查、鉴定和加固工作的，扣

0.3 分。
（3）新建、改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未按
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规定进行抗震
设防设计和施工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3 分扣完为止；其他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4）未编制上一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扣 1 分；未按照防
治方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搬迁重建、工程治理的，每发现一处
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5）地质灾害隐患点未设置地质灾害警示标志，或未向受威胁
的群众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和
地质灾害危险点防御预案表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0.6 分扣完
为止。
（6）未对全市受威胁人数超过 100 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自
动监测技术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0.4 分扣完为止。
注：矿产资源型城市未完成塌（沉）陷区治理的，扣 0.5 分。
22.城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城市安全领导责任（2 分）。
市级党委和政府未及时研究部署城市安全工作的；市级政府未
将城市安全重大工作、重大问题提请党委常委会研究的；市级党委
未定期研究城市安全重大问题的；领导班子分工未体现安全生产“一
岗双责”的；发现存在上述任何一处情况，扣 2 分。
23.各级各部门城市安全监管责任（2 分）。

市级政府未按照“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明确
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职责分工的；相关部门的“三定”规
定中，未明确安全生产职责的；各功能区未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发现存在上述任何一处情况，扣 2 分。
24.城市风险辨识评估（3 分）。
（1）未开展城市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工作，或安全风险辨识与
评估工作缺少城市工业企业、城市公共设施、人员密集区域、自然
灾害风险等内容的，扣 1 分。
（2）未编制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并及时更新的，扣 0.5 分。
（3）未建立城市安全风险管理信息平台并绘制四色等级安全风
险分布图的，扣 0.5 分。
（4）城市功能区未开展安全风险评估的，每发现一个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25.城市安全风险管控（2 分）。
（1）未建立重大风险联防联控机制，扣 0.5 分。
（2）未明确风险清单对应的风险管控责任部门的，扣 0.5 分。
（3）90%≤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率<100%的，扣 0.2 分；8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率<90%的，扣 0.4 分；70%≤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达标率<80%的，扣 0.6 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率<70%
的，扣 1 分。
注：计算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率的企业为建成区内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仓储经营、装卸、储存企业，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企业，规模以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等企业。
26.城市安全监管执法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3 分）。
（1）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应急、
市场监管）的安全监管人员未按“三定”规定配备的，每发现一处
扣 0.2 分，0.6 分扣完为止；装备配备未达标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0.4 分扣完为止。
（2）各类功能区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应急、市场监管）的执法信息化率小于 90%的，每发现一
个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3）相关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应急、市场监管）
上年度执法检查记录中，行政处罚次数占开展监督检查总次数比例
不足 5%的，扣 1 分。
注：执法信息化率指使用信息化执法装备（移动执法快检设备、
移动执法终端、执法记录仪）执法的次数占总执法次数的比例。
27.城市安全公众参与机制（1 分）。
（1）未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建立城市重点安
全问题公众参与、快速应答、处置、奖励机制的，扣 0.3 分。
（2）未设置城市安全举报平台的，扣 0.3 分。
（3）城市安全问题举报投诉未办结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
0.4 分扣完为止。
28.典型事故教训吸取（3 分）。

（1）未按照近三年国务院安委会或安委会办公室通报（通知）
要求，或国务院相关部门部署，开展相关隐患排查活动的，每发现
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未公开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每发现一起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3）未落实近三年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整改防范措施的，每
发现一起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9.安全科技成果、技术和产品的推广使用（2 分）。
（1）城市安全相关领域未获得省部级科技创新成果奖励的，扣
1 分；仅获得 1 项省部级科技创新成果奖励的，扣 0.5 分；获得 2
项及以上省部级科技创新成果奖励的，不扣分。
（2）未在矿山、尾矿库、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
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公共安全、气象、水利、地震、地质、消防等
行业领域推广应用具有基础性、紧迫性的先进安全技术和产品的，
扣 1 分。
注：部级科技创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科
技进步奖、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
奖和中国地震局防震减灾科技成果奖；入选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库、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防治关键技术科技项目等。
30.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2 分）。
企业存在使用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参考目录中的工艺、技
术和装备的，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2 分扣完为止。

注：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参考目录包括：《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 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
《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2015 年第一批）》（安监总科技
〔2015〕75 号）、《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安监总
科技〔2016〕137 号）、《推广先进与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
（第二批）》（安监总局、科技部、工信部 2017 年公告第 19 号）、
《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安监
总管〔2013〕145 号）、《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
目录（第二批）》（安监总管〔2015〕13 号）。
31.城市安全专业技术服务（1 分）。
（1）未制定政府购买安全生产服务指导目录的，扣 0.5 分。
（2）未定期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专项检查，并对问题进行通报
整改的，扣 0.5 分。
32.城市安全领域失信惩戒（1 分）。
（1）未建立安全生产、消防、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特种
设备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每缺少一个领域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未建立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管理台账的，每发现一个领域扣
0.1 分，0.3 分扣完为止；未按规定将相关单位列入联合惩戒的，每
发现一个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33.城市社区安全网格化（1 分）。
（1）社区网格化覆盖率未达到 100%的，扣 0.5 分。

（2）网格员未按规定到岗的，每发现 1 人扣 0.1 分，0.3 分扣
完为止；未及时处理隐患及相关问题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34.城市安全文化创建活动（3 分）。
（1）广场、公园、商场、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交航班等公共
场所和公共出行工具，相关电子显示屏、橱窗、宣传栏等位置未设
置安全宣传公益广告和提示信息的，每发现一处或一次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2）上一年度市级广播电视开展新闻报道、公益广告、安全提
示条数少于 60 条的，扣 0.5 分；市级网站、新媒体平台每年开展安
全公益宣传条数少于 60 条的，扣 0.5 分。
（3）城市社区未开展安全文化创建的，相关节庆、联欢等活动
未体现安全宣传内容的，未将相关安全元素和安全标识等融入社区
的，每发现一个扣 0.5 分，1 分扣完为止。
注：社区开展安全文化创建活动包括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定期、
不定期、专项安全检查制度和安全检查计划，监督或检查范围覆盖
社区内各类场所和设施；针对高危人群、高风险环境和弱势群体，
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家居安全、学校安全等方面组织实施形式
多样的安全促进活动；针对地方特点开展不同灾害的逃生避险和自
救互救技能培训及应急知识宣传教育。
35.城市安全文化教育体验基地或场馆（1 分）。
未建设城市特色的安全文化教育体验基地或场馆的，扣 1 分；

基地或场馆功能未包含地震、消防、交通、居家安全等安全教育内
容或未正常运营的，扣 0.5 分。
36.城市安全知识宣传教育（2 分）。
（1）市级政府或有关部门未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应急避险、职业健康、爱路护路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的，扣 1 分。
（2）中小学未开展消防、交通等生活安全以及自然灾害应急避
险安全教育和提示的，未定期开展消防逃生、地震等灾害应急避险
演练和交通安全体验活动的，每发现一处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37.市民安全意识和满意度（3 分）。
市民具有较高的安全获得感、满意度，安全知识知晓率高，安
全意识强，最高得 3 分。
38.城市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2 分）。
（1）未建成包含五大业务域（监管监察、监测预警、应急指挥、
辅助决策、政务管理）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的，扣 2 分。
（2）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未与省级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实
现互联互通的，扣 1 分。
（3）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各模块（含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
险监测预警模块）未真正投入使用的，扣 0.5 分；应急管理综合信
息平台未实现与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治安防控、消防、道路交通、
信用管理等多部门（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的，每少一个扣 0.1 分，
0.5 分扣完为止。

39.应急信息报告和多部门协同响应（1 分）。
未建立应急信息报告制度的，未在规定时限报送事故灾害信息
的，未建立统一指挥和多部门协同响应处置机制的，发现存在上述
任何一处情况，扣 1 分。
40.应急预案体系（1 分）。
（1）未编制市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火灾、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
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未编制地震、防汛防台、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的，未编制大面积停电、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每
发现一项扣 0.1 分，0.3 分扣完为止。
（2）街镇预案未与上级政府、部门预案实现有效衔接的，扣
0.2 分。
（3）街镇未按照预案的要求，采取桌面推演、实战演练等形式，
定期开展消防、防震、地质灾害、防汛防台等 2 项以上应急演练，
并及时总结评估的，扣 0.2 分。
（4）未开展城市应急准备能力评估的，扣 0.3 分。
41.应急物资储备调用（1 分）。
（1）未编制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的，未明确应急物资
储备规模标准的，扣 0.2 分。
（2）未建立应急物资储备信息管理系统的，扣 0.2 分；相关部
门未与企业签订应急救援物资供应协议的，扣 0.1 分。
（3）应急物资库在储备物资登记造册和建立台帐，种类、数量
和方式等方面有缺陷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3 分扣完为止。

（4）未建立应急物资调拨协调机制的，扣 0.2 分。
42.城市应急避难场所（1 分）。
（1）未结合行政区划地图制作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或全市
应急避难场所分布表，标志避难场所的具体地点，并向社会公开的，
扣 0.2 分。
（2）市级应急避难场所无应急避难场所标志，基本设施不齐全
的，每发现一处扣 0.1 分，0.3 分扣完为止。
（3）按照避难人数为 70%的常住人口计算全市应急避难场所人
均面积，1 平方米≤人均面积<1.5 平方米的，扣 0.1 分；0.5 平方
米≤人均面积<1 平方米的，扣 0.3 分；人均面积<0.5 平方米的，扣
0.5 分。
注：应急避难场所应包括应急避难休息区、应急医疗救护区、
应急物资分发区、应急管理区、应急厕所、应急垃圾收集区、应急
供电区、应急供水区等各功能区。
43.城市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 分）。
（1）未出台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保障机制意见的，扣 2 分。
（2）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执勤人数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每发
现一处扣 1 分，2 分扣完为止。
44.城市专业化应急救援队伍（2 分）。
（1）未编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划的，扣 0.5 分。
（2）未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
（国办发„2009‟59 号）要求，成立重点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

每缺少一支扣 0.2 分，1 分扣完为止。
（3）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未开展培训和联合演练的，每支队伍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45.社会救援力量（1 分）。
（1）未将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扣 0.5
分。
（2）未出台支持引导大型企业、工业园区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工作的相关文件，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工作的重点范围和主
要任务的，扣 0.5 分。
46.企业应急救援（1 分）。
（1）规模以上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
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人员密集场所
经营单位，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
要求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每发现一家扣 0.1 分，0.5 分扣完为止。
（2）小型微型企业未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或未与邻近的应
急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的，每发现一家扣 0.1 分，0.3 分扣
完为止。
（3）符合条件的高危企业未按照《关于规范和加强企业专职消
防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6‟25 号）要求建立专职消
防队的，每发现一家扣 0.1 分，0.2 分扣完为止。
47.城市安全事故指标（4 分）。
（1）近三年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未逐年下

降的，扣 1 分。
（2）近三年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未逐年下降的，扣 1
分。
（3）近三年火灾十万人口死亡率未逐年下降的，扣 1 分。
（4）近三年平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未逐年下降的，扣 1
分。
鼓励项（5 分）。
（1）城市安全科技项目取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5 大奖项（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励。
（2）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地震安
全社区)创建取得显著成绩。
（3）在城市安全管理体制、制度、手段、方式创新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绩和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