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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办〔2021〕16 号 签发人：张军

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2021 年上半年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巡查督查情况的报告

区委、区政府：

为推动区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部署落实，深化隐患治

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切实做好各项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工

作，区安委会办公室牵头会同区委、区政府督查部门、区消防救

援支队和专家组于 6月 4日至 6月 11 日，对区安委办公室成员

单位、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和 10 个街道镇，共

18家单位开展上半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巡查督查。

本次巡查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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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述和国家、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日常监管情况；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进落实情

况；对发生过事故和群众反映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安全生产和

消防网格化监管执法工作推进情况等 5个方面 26项具体内容开

展，通过查阅台账、检查制度完善和机制建设情况，并抽取了近

年来发生过事故的、“12345”群众反映较多的、日常检查中存在

问题较多的 38 个基层点位开展延伸检查，共梳理出管理制度问题

46项、安全隐患问题 101 项，现将巡查督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工作重视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国

家、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部署会议精神落实不到位。

按照中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国家《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地方党委（党组）要结

合实际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集中专题学

习，一些单位未认真落实；多数单位虽组织了学习但缺乏结合实

际开展讨论和提出贯彻意见；对市、区召开的相关会议精神基本

能及时传达，但缺乏结合实际的具体工作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措施

等。

检查的 18 家单位中，落实比较好的单位有 5 家（区市场监

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支队、长风街道、曹杨街道）；

未能提供相关学习台账资料致检查组无法查阅的有 3家，原因有



—3—

对本次巡查检查不够重视的（区治安支队、桃浦镇），有未能很

好协调学习资料保存部门致无法提供的（区交警支队）；未组织

开展集中专题学习的有 3家（区民防办、长寿街道、宜川街道）；

结合相关会议精神传达进行学习，但未结合工作实际提出贯彻意

见的有 7家（区建管委、区生态环境局、真如镇街道、石泉街道、

甘泉街道、万里街道、长征镇）

2.分析和研究安全生产消防工作不经常。一些单位对本地

区、本行业领域内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专题分析研究比

较少，对安全形势掌握忽明忽暗，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主动性，存

在上面部署什么就抓什么，监管效率不高。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与社会发展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分析和同考核的要

求，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3.安全生产工作力量投入还有差距。按照《普陀区深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部门和街镇安全生产机构人员

设置虽基本到位，但由于街镇从事安全监管的多为聘用人员，伴

随年龄增大和清退的要求，导致一线监管力量不足、能力欠缺的

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多数街镇采取聘用第三方专业机构辅助日常

安全检查，但对第三方专业机构管理和检查效果监管还需加强。

检查的 10 个街道中，有 6个街道聘用了第三方辅助开展安

全检查，4个街道（长寿、甘泉、石泉、万里）未使用。长风街

道虽第三方投入较少，但能将辖区内所有监管单位根据安全隐患

的危险程度进行划分，提出不同的检查频次和要求，实施风险分



—4—

级管控。真如镇街道使用第三方开展覆盖式检查，检查记录内容

详尽，有图有事实，有图表分析，有月度小结和风险提示，为辅

助决策提供建议，聘用第三方辅助安全检查效果比较明显。

4.责任还没有充分压实。根据“三个必须”要求和《普陀区

贯彻落实<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实施

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一岗双责”，需要结合分管工作建

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但一些单位还没有制定清单或者虽然制

定了清单，但是针对性不强、内容不实。从延伸抽查的企业情况

来看，有的企业历过多次检查，而且是问题较多的不放心点位，

但是在这次延伸检查中仍然发现在 38 个点位中 19 家企业存在未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管理制度不全的情况，也一定程序上反

映了行业和属地监管不严不实的问题。

（二）三年整治专项行动推进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1.组织领导不够有力。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工作联动不够紧

密。按照本区三年行动工作要求，每个专项组牵头单位需要成立

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工作小组，完善会商协

调机制、分析研判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况联系通报机制等，

但从巡查情况来看，牵头部门中治安支队、交警支队尚未形成组

织架构，建管委虽建立组织架构，但在工作开展中，未落实与配

合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各部门间的工作联动不够紧密。

2.隐患排查不够深入细致。延伸检查中， 发现 38 家企业存

在安全隐患问题 101 项，一些单位在日常安全检查中不深不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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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隐患长时间未能得到整治，比如：岚

皋西路 45 弄 7号民防地下空间长期住人，无法清退的问题。

3.“两个清单”动态更新不及时。“隐患排查”和“制度措

施”是安全隐患风排查与治理的重要“晴雨表”，有的单位不能

主动按照每月更新的要求及时动态更新“两个清单”，容易导致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失察失管。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单

位在安全隐患风险排查整治力度不够等问题。

（三）精细化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1.制度机制仍需健全完善。区安委办下发的《普陀区安全生

产和消防工作网格监管执法工作实施方案》，在有的街镇落实不

够好，存在部门间协调机制不完善；安全检查员、网格员和网格

化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没有做到协同配合、有的网格员在日常巡查

中固有的 8 项安全巡查内容缺失等。真如镇街道、曹杨新村街道、

长风街道和万里街道落实得比较好，安全生产+网格化工作运行顺

畅，安全隐患先期发现率和及时整改率大大提高。

2.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需要加强。行业监管部门指导督促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的力度还不大，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构建双重预

防控制机制、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安全风险研判承诺制

度等工作推进力度较弱。普陀区推进安全风险隐患“一张网”信

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通过承诺制方式要求企业主动上报基本数据

并确保动态更新，目前只有 1024 家企业进行上报，采集数与全区

监管企业的总量相比差距较大；在对基层点位的检查中发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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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企业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管理制度陈旧未及时更

新；行业监管部门、属地监管部门加大对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还需提高针对性和加大工作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要

实施封闭管理，对反复出现的问题需加大执法处罚力度。

3.规范性要求落实不严不实不细。有的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缺少跟踪督促，过程未实现闭环，造成问题依旧和反复。安

全检查台账和记录不完整。有的检查单中检查项目缺项，有的“安

全隐患状况”和整改复查栏记录都过于简单，仅记录“不规范”

和“已整改”，没有具体表述，给后续的复核复查工作带来难度。

二、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措施压实安全责任。认真抓好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学习贯彻，牢固树立“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理念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以新

《安全生产法》实施为契机，严格按照《普陀区贯彻落实<上海市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实施意见》规定要求，

继续细化工作措施和四类清单，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

责清单”和年度“工作清单”，用好“巡查”“约谈警示”“检

查督查”“绩效考核”4 个办法，加大力度，形成始终重视安全

大抓安全的氛围和态势。

（二）扎实推进三年整治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结合本次巡查

督查发现的问题，7 个专项牵头部门要切实发挥起牵头作用，进

一步明确阶段性工作任务，完善工作措施，加强工作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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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区安委办发挥好总牵头作用，加强日常工作

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各相关单位要按照“两个清单”要求，

聚焦城市建设和市政工程施工、老旧房屋修缮和成套改造项目、

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老旧小区的消防工作、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

开展全覆盖式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动态监管，对难点问题集中攻

关联合攻关，高质量完成“问题清单”年底 “隐患清零”目标任

务。

（三）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结合本轮应急管理机

构改革，进一步强化街镇属地责任，明确基层应急办的相应职责，

加强人员及经费保障，抓紧建立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加

强基层工作力量的教育培训，发挥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力量，切

实解决一线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力量不足

和专业化水平问题。二是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力度，指导督促企业完善构建双重预防控制

机制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自

我监管水平，积极发挥各级各类安全检查结果运用效能，加强精

准化监管。三是积极推动安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发挥“一网统

管”平台作用，加快平台融合和数据接入，加快应用场景建设，

努力实现我区应急管理“可视化调度”、风险预警监测和应急指

挥保障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目标。

针对本次巡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区安委办将通报相关单位，

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并做好整改问题回头看，确保问题在规定时



—8—

间内整改到位。

附件：1.各单位巡查督查问题反馈汇总表

2.需进一步整改隐患清单

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2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7月 27日印发

（共印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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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各单位巡查督查问题反馈汇总表

2021年上半年普陀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巡查督查问题反馈单

单位：曹杨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4 日（周五）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全年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内容过于简单，未能结合年度重点制定，缺乏班子研究

部署的过程（落款社区平安办）；2.三年整治行动的“制度和措施”清单未能及时更

新；3.安全检查记录单不规范，“三合一”检查缺检查照片；4.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

未形成闭环。

2 延伸检查点 1

嘉轩物业（兰溪路 145 号安天大厦 1515 室甲）：

1.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未及时更新；2.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3.配电房内绝缘工

具检测过期；4.地下空间配电板无防护罩。

3 延伸检查点 2

正飞物业（兰溪路 148 号）：

1.未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制度；2.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低规”安全用电规范要

求；3.配电室安全用具未年检；4.配电间门口未设置防小动物挡板；5.地下空间配

电板无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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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桃浦镇 检查时间：6 月 4 日（周五）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专题学习，党工委.镇政府的相关会议记录未能提供；2.安全监管机构及人员未

及时更新调整，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符合规定；3.缺少分管领导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4.街道或第三方组织的安全检查，未见对于隐患问题的整改，过程未形成闭环；5.

三年整治行动的“制度和措施”清单未能及时更新。

2 延伸检查点 1

苏宁易买（银杏路 359 号）：

1.配电室安全用具未年检；2.配电间未见安全警示标识；3.配电间一处配电板无防

护罩。

郑明国际物流（金达路 428 号）：

1.消防设备被遮挡；2.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低规”安全用电规范要求；3.特种设

备（叉车）未见年检标识且未规范使用；4.安全出口疏散标准错误；5.多处配电板

无防护罩。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然石电子有限公司（绥德路 628 号）：

1.企业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2.车间二层多处配电板无防护罩；3.车间二层配

电箱下堆物且无警示标志；4.一层一处电源插座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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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建管委 检查时间：6 月 7 日（周一）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安全生产责任书未能结合分管领导职责明确具体措施，存在“千篇一律”的情况；

2.安全生产专题研究部署的会议记录过于简单；3.缺少作为牵头单位召开三年行动

专项的会商和协调会的内容；4.年度工作计划，内容比较空洞，未能突出年度重点，

虽有下属部门的计划作为附件补充，但面上内容未有效整合。

2 延伸检查点 1

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真华南路南郑路 E03-03 地块）：

1.未见重大危险源监控记录；2.施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张二林.谢坤平未见特种作业

证且未进行三级教育培训；3.易燃易爆危险品未按要求存储；4.消防安全管理人对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检查不全面；5.施工现场室外消防栓不能正常使用。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真南路祁连山路桃浦智创城 604 地块英雄商办项目）：

1.内部消防安全教育及培训制度不完善；2.未见可燃及易燃易爆物品管理制度；3.

无防火技术方案；4.现场一处氧气瓶未做防倾倒措施；5.现场配电线路支线架设不

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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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交警支队 检查时间：6 月 8 日（周二）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作为交通运输专项三年行动的牵头单位，未建立组织领导机构、日常会商

协调等制度，无联席会议、联合整治等工作的记录；2.台账内容较少。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交通大众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兰溪路 1888 号）：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安全隐患排查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机制；2.一处配电箱

PE线未跨接；3.一处应急照明损坏；4.大楼东侧走道内及食堂后厨电气线

路敷设不符合“低规”安全用电规范要求。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汽车运输处有限公司（凯旋北路 468 号）：

1.安全隐患排查机制不健全；2.应急演练制度机制不完善。



—13—

单位：区消防支队 检查时间：6 月 8 日（周二）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对街镇指导工作内容部分雷同，缺乏有针对性指导。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明捷万丽酒店有限公司（铜川路 50号）：

1.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2.西厨房安全出口堵塞；3.配电房内绝缘工具

未见检测标记；4.防火巡查记录及单位自查记录待完善。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中环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富平路 800 号）：

1.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2.配电房内绝缘工具未见检测标记；3.配电间

缺安全警示标志；4.高配间应急照明数量不够；5.厨房间配电箱下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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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民防办 检查时间：6 月 9 日（周三）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缺少中心组专题学习内容（提供的材料未能反映学习内容和讨论情况）；

2.专题研究部署安全工作仅有照片，但记录不全，未能反映工作内容，工作

台账未完善。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中山物业有限公司（建德花园玫瑰苑同普路 1680 弄 8 号）：

1.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2.机动车库消防设施前停车；3.机动车库消火

栓内配备不全；4. 配电间门口未设置防小动物挡板；5.配电房内绝缘工具。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升亮实业有限公司（金江家园同普路 1441 弄 6号）：

1.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2.非机动车库配电箱 PE线未跨接；

3.4 号车库一层楼道消防设施前停车；4.非机动车库配电间无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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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长风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9 日（周三）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第三方力量稍显薄弱，仅派出 2 人需覆盖 700 余家监管对象两个轮次，在

发挥第三方专业性和有效性上值得商榷；2.网格化执法监管工作上，未能有

效发挥网格片区力量来支撑安全巡查的发现和处置；3.每月消防宣传活动台

账未完善。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沪锡贸易有限公司（长城大厦中山北路 3000 号）：

1.未见安全管理制度；2.未见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制度；3.未制订应急预

案及演练记录；4.高配间地面有积水；5.高配间安全防护用具年检已过期。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月星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司（中山北路 3300 号）：

1.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待完善；2.高配间一处缺安全疏散指示标志；3.高配间

内未设置挡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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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甘泉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10 日（周四）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陈旧，市、区最新文件精神未及时更新；2.街道全年

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内容空洞，未能结合年度重点制定，缺乏班子研究部署

（落款安办）；3.专题学习、专题研究的会议记录不完善，未能体现研究内

容和学习讨论的情况；4.半年度组织一次街镇、居村委、网格人员等消防培

训的要求未落实；5.微型消防站台账不完整。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优扬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金原新苑小区延长西路 677 弄 39 号）：

1.安全隐患排查制度不健全；2.非机动车库进口处一电表箱无盖板；3.非机

动车库内消防设施设置不规范。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强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沪太路 800 号）：

1.汽修间消防设施被遮挡；2.配电箱下有堆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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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真如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10 日（周四）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缺少中心组专题学习内容和具体工作部署；2.分管领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的制度待完善；3.街道或第三方组织的安全检查，未见对于隐患整改的复查

复核，过程未形成闭环。

2 延伸检查点 1
清涧菜场（真光路 2285 号）：

1.未见安全管理制度；2.未见安全隐患排查制度；3.配电间电器线路不符合

铺设要求；4.配电间堆杂物；5.仓库五距不符合要求。

3 延伸检查点 2
特思智能楼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绥德路 2 弄 9 号甲）：

1.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标准；2.疏散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标志设置不符合标

准；3.应急照明设置不符合标准。



—18—

单位：长寿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4 日（周五）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缺少组织学习讨论培训相关材料；

2.缺少单位安全生产进行研究部署相关材料；

3.日常检查中未对隐患整改落实到位。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中仪物业有限公司（中山北路 2130 号）：

1.1F 高压配电间绝缘垫未定期检测；

2.1F 配电间未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

3.1F 配电间内部堆放杂物；

4.底层高配间高压进户铝排下无防护隔离网。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盛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谈家 28 文化谈家渡路 28 号）:

1.-1F 高压配电间绝缘垫未定期检测；

2.-1F 高压配电间电工手套、鞋未定期检测；

3.2F 厨房未设置灭火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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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检查时间：6 月 7 日（周一）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无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阳光新普陀加气站（怒江北路 411 号）：

无

3 延伸检查点 2
我格广场（上海先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宁路 101 号）：

1.电梯第三方维保合同中安全协议不完善；

2.电梯第三方维保合同中安全现状交底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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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检查时间：6 月 7 日（周一）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未见主要领导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相关资料；

2.缺少整治行动具体情况。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200 号）：

1.2F 实验室内防爆柜未严格实行“五双制度”；

2.2F 实验室防爆柜内固体试剂.液体试剂应分类存放（液体试剂放上层）；

3.危废仓库洗眼间设备缺少维护.保养；

4.对承包给第三方公司的设备.场所.项目发应在经济合同中约定安全协议。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兰溪路 164 号）：

1.危废仓库配电箱上堆放杂物；

2.危废仓库电器走线槽盖板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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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治安支队 检查时间：6 月 8 日（周二）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未见单位领导干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2.系统上未见检查的相关记录；

3.未建立三年行动组织领导机构；

4.未见培训签到材料。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化工研究院（云岭东路 345 号 3 号楼）：

1.易制爆危化品仓库地坪非防火地坪；

2.易制爆危化品仓库内未采用铜质手持工具；

3.易制爆危化品仓库大门未设置静电接地；

4.危废仓库门口配电柜未设置静电接地。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涂料研究所（云岭东路 345 号 2 号楼）：

上海涂料研究所与上海化工研究院采用相同仓库，共同共有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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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应急局 检查时间：6 月 8 日（周二）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工作落实情况 1.第三方检查队伍未反馈隐患整改情况。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普陀保时捷中心（云岭西路 638 号）：

1.汽车抬升机每日点检表点检记录不全。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根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千阳路 271 弄 16、18 号一楼）：

1.电源插座未固定；

2.鼓风电动机未落地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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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里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9 日（周三）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工作落实情况
1.单位领导干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清单不具实；

2.消防专项工作台账不全；

3.每日检查落实情况未发现印证材料。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佳捷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富水路 788 号）：

1.汽修车间多处配电箱未设置静电接地；2.汽修车间地坑临边未设置防护；

3.汽修车间空压机泄压阀未进行年检；4.仓库内压力容器压力表未进行年检.

压力表未划定界限红线；5.气瓶库防倾倒措施链条未设置防静电软包；6.气

瓶库铁制大门未设置静电接地。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莫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村路分公司（新村路 873 号）：

1.厨房消防设备前堆物；

2.地下空间堆放轻质易燃物；

3.地下空间应急照明失效；

4.地下空间消防栓失效，无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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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宜川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9 日（周三）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未见中心组学习讨论相关材料；

2.无年度检查计划。

2 延伸检查点 1
浦江之星酒店（光新路 268 号）：

1.仓库堆放轻质杂物不符合物距（灯具）要求；

2.3F 配电间内堆放建材杂物。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中山养老院（中山北路 1766 号）：

1.设备间、配电间、弱电间未上锁，容易造成老人误闯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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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长征镇 检查时间：6 月 10 日（周四）上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未见长征镇安全生产和消防网格化监管执法工作方案；

2.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未落实闭环监管。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安永精密切割机有限公司（同普路 1273 号）：

1.配电箱缺少接地转接线；

2.少量电器设备线路未进行穿管。

3 延伸检查点 2

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杨柳青路 768 号）:

1.水泵房插座缺保护面板；

2.水泵房配电箱防小动物措施未完善；

3.空间机房使用直流风扇电源线接头过多，有短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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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石泉街道 检查时间：6 月 10 日（周四）下午

序号 检查对象 具体问题

1 基本工作落实情况
1.未见主要领导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记录；

2.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未落实闭环监管。

2 延伸检查点 1
上海康仁乐购超市贸易有限公司（中山北路 1855 号）：

1.4F 仓库天花板接线盒无盖；

2.4F 仓库登高平台无刹车装置。

3 延伸检查点 2

上海康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北路 2451 弄 200 支弄 1-3 号）:

1.小区地下自行车库，集水坑缺盖板；

2.小区地下自行车库应急通道受阻挡；

3.小区地下自行车私自设置淋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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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需进一步整改隐患清单

序

号

所属监管

单位
单位 地址 存在隐患

1 长征镇 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 1829 号

1、锅炉房内灭火器箱巡查记录卡未及时更新；2、

锅炉水房未配置灭火器；3、水泵房废弃水桶油桶

未单独存放；4、高压配电房未安装防爆灯。

2 长征镇
上海东昌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 2129 号

1、部分应急灯不亮；2、部分控制器开关面板缺

失；3、维修工位积水；4、仓库天花板损坏。

3 长征镇
上海美顺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 2069 号

1、车间已使用完的油桶未放置于危险品仓库内；

2、部分墙式消火栓接水口生锈；3、仓库部分应

急灯不亮；4、仓库二楼安全通道堵塞；5、厨房

缺失灭火器于灭火毯；6、危险品仓库中油桶未加

盖，且与食堂用油共同存放。

4 长征镇

上海普陀宝泓二手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金沙江路 2087 号

工作场所部分开关插座面板缺失；2、消防栓箱内

无枪头；3、废品成品油仓库未摆放托盘；4、配

电柜门前堆物；5、调漆间部分插座未使用防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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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监管

单位
单位 地址 存在隐患

5 长征镇
上海凯泓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千阳路 107 号

1、配电间缺失灭火器和挡鼠板；2、配电间内应

急灯损坏；3、泵房内灭火器过期；4、部分配电

箱缺失接地；5、厨房大堂缺失灭火器、应急灯和

灭火毯；6、电梯轿厢顶间配电箱接线不规范，门

安装不符合要求。

6 长征镇 建德农贸市场 香樟路 335 号

1、部分配电箱未配置安全警示标识；2、部分商

铺脱排油烟机表面油污严重；3、水产摊位地面湿

滑，应保持干燥防止人员滑到。

7 长征镇 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香樟路 386 号
1、部分墙上消火栓无枪头；2、泵房间未安装灯

光型安全出口标志；3、泵房间未配置应急灯。

8 宜川街道 老丰义 骊山路 26号
1、厨房间闭门器损坏；2、仓库堆物杂乱；3、应

急照明灯不工作。

9 石泉街道

丽柏酒店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饭店）

中山北路 2701 弄

1 号
未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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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属监管

单位
单位 地址 存在隐患

10 石泉街道

名致精品酒店

（上海明捷置业有限公司

品尊名致酒店 ）

铜川路58弄 1号 未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11 长寿街道

上海康苑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燕兴大厦）

江宁路1306弄 10-12

号
消防控制设备损坏。

12 民防办 和平新村 岚皋西路 45弄 7号 地下空间住人，长期无法清退。

13 交警支队 上海远成物流有限公司 真南路 2339号
远成物流长期拖欠驾驶员工资，其所有车辆被法院

查封，等待拍卖。

14 交警支队 普陀区运输公司货运一部 中山北路 3004号
货运一部先归属西部集团名下，但公司对其名下车

辆去向不掌握，长期失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