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 市气 象 局
惠气函 E2018〕 68号

惠州市气象局关于⒛1s年重点单位

气象灾害防御专项执法检查情况的通报

市住建局、教育局、安监局、旅游局: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气象相关安全工作9提升重点单位防御气

象灾害能力和水平9按照《广东省气象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2018

年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粤气

函 匚2018〕 32号 )及 《惠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惠州市⒛18年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联合行动方案>的通知X惠

安办 E2018〕 70号 )工作部署,市气象局于 8月 份牵头联合市住

建局、教育局、安监局、旅游局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

品场所、重大建设项目、学校和旅游景区等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

位开展气象灾害防御专项执法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行动组织实施情况

6月 中下旬,我局结合 《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

安全管理办法》要求,针对高温、雷雨等汛期安全生产特
`点
,督

促各重
`点
单位开展自查自纠,落实应对极端天气和事故紧急状态

的防范措施,指导重点单位做好灾前预防工作。

7月 27日 ,市气象、住建、教育、安监、旅游局联合印发 《惠

州市气象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2018年惠州市重点单位气象灾害

防御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惠气 匚2018〕 14号 ),加



强行动组织,细化行动流程,明确检查内容和责任分工。

8月 上中旬,各县 (区 )有关单位扎实按工作方案对本辖区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情况开展抽查。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

惠阳区初查行动由当地气象局牵头组织,分别联合各行业主管部

门开展;惠城区、仲恺区、大亚湾区初查行动由各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组织,市气象局负责对惠城区、仲恺区、大亚湾区初查工作

进行指导。县区初查行动中共抽查重点单位 58家 (其中危险化学

品场所 13家 ,在建工地 17家 ,学校 17家 ,旅游景区 11家 ),出

动 254人次。初查发现 40家单位存在隐患,已 全部下达整改意见。

8月 21丬 2日 ,惠州市局牵头联合住建、教育、安监、旅游

部门组成两个检查组,由市气象局副局长汤冬平、李明华带队,

在各县、区随机抽取部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场所、

重大建设项目、学校和旅游景区等重点单位,采取直接到企业查

阅台账资料、现场核查的方式进行复查。市级复查 14家重
`点
单位 ,

出动 70人次,发现 10家单位存在不同程度问题和隐患,检查组按

相关规定移交给地方相关部门跟踪督办落实整改9切实做到隐患

的闭环管理,确保实效。

二、发现的问题

(一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不完善。部分单位未制定气象

灾害巡查办法;部分单位未制定气象灾害应急演练计划。

(二 )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
`忽
接收终端单一。大部分单位仅

依靠应急管理人的手机短信方式接收并转发预报预警信息,接收

渠道及终端较单一,预报预警信
`恝
可靠性和时效性难以保障。

(三 )气象灾害应急演练与知识培训制度未落实。部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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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要求每年开展气象灾害应急演练;部分单位未对员工进行气

象灾害防御知识培训。

(四 )气象灾害防御定期招卜查、隐患出卜查制度未落实。部分

单位无气象灾害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

(五 )防雷检测制度未落实。部分学校、旅游景点未落实防

雷装置定期检测制度;大部分在建工地项目未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防雷检测单位对防雷隐蔽工程进行跟踪检测;个别旅游景点、

学校未安装防雷设施。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 )落实责任,厉行整改。落实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安

全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移交当地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重点单位整改,Ⅱ 安排专人及时对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跟踪,强化日常监管频次,加大执法

监管力度,督促重点单位逐项逐条落实整改措施,限期完成整改

任务,真正把各项整改措施落到实处。重点单位未按时整改的,

按规定挂牌督办或上报当地安委办协调推动解决。

(二 )加强指导,完善体系。各级气象部门帮助、指导辖区

重点单位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制度和责任体系,改善气象防灾

措施,提高重点单位气象应急处置能力。一是指导各重点单位完

善各项气象灾害防御相关规章制度和台账;二是督促重点单位定

期完成应急演练,指导重点单位将气象灾害防御内容纳入综合演

练科目或开展实战演练,做好演练台账;三是指引重点单位进一

步丰富气象信
`息
接收渠道,如:电视节目、电台、气象频道、手

机短信、12121应 急气象电话、气象网站、气象官方微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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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电子显示屏等,提高预报预警信 J息传播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四是督促重
`点
单位做好防雷安全防护工作,已垛入使用的防雷设

施要落实定期检测制度,在建项目要及时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开展隐蔽工程跟踪检测,未安装防雷设施的单位要责令限期整改:

(三 )协调联动,共同监管。以此次联合检查为契机,不断

加强职能部门间沟通联系、密切协作的机制、畅通信
`惑
共享渠道 ,

进一步明确安全监管责任,及时掌握辖区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

管理情况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联合开展监督执法行动。

附件:重
`点
单位气象灾害防御执法检查工作汇

`总
表

(联
系 人 :陈 雷 文 ,电 话 :0752-2889586。 )

抄送:市安委办、省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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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执法检查工作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隐患问题 处置意见 是否整改 备注 

惠城区 

1 
广东永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中裕大厦项目） 无 无  县区初查 

2 
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隆生金山湖中心项
目） 

无 无  县区初查 

3 中利诚建设有限公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仲恺区 

4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吉
山幼儿园 

未见防雷检测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防雷
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5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蓝
天幼儿园 无 无  县区初查 

6 仲恺区陈江小学 无 无  县区初查 

大亚湾区 

7 清泉古寺 未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制度台账 责令改正 已整改 县区初查 

8 碧海湾旅游度假区 1、未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制度台账 
2、未完善应急演练相关台账 责令改正 已整改 县区初查 

9 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 
1、未完善应急演练相关台账 
2、未完善定期巡查相关台账 
3、未完善隐患排查相关台账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10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未完善应急演练相关台账。 责令改正 已整改 县区初查 

11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12 浙江中垚建设有限公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13 大亚湾第一中学 未见防雷检测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防雷
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14 大亚湾区澳头实验学校 未见防雷检测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防雷
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15 大亚湾区西区第一小学 未见防雷检测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防雷
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16 惠州市大亚湾华德石化
有限公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17 广东天然气发电有限公
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1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国华惠州热电分公
司 

无 无  县区初查 

惠阳区 

19 惠阳光能管道燃气有限
公司 无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内容。 责令改正 已整改 县区初查、

市级复查 

20 惠州市惠阳区华银煤气
有限公司 

防雷工作方案及自查内容无防感应雷措
施。 责令改正 已整改 县区初查、

市级复查 



2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鑫月御园二期项
目） 

1、未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未设置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接收终
端； 
3、未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防雷装置隐蔽
工程部分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市级复查 

22 
茂名市电白区乐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中侨公馆
项目） 

1、未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未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定期巡查、隐患排
查及应急处置； 
3、防雷工程（侧击雷方面）存在隐患，未
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防雷装置隐蔽工程
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市级复查 

23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星河丹堤花
园 S2项目 

1、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不完善； 
2、无接收灾害预警信息台账； 
3、无隐患排查记录。 
4、无委托防雷检测机构； 
5、无气象灾害人员培训记录； 
6、无开展气象灾害应急演练工作。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24 崇雅实验学校 

1、无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及开展应急
演练与知识培训； 
2、无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定期巡查、隐患排
查及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进行整改； 
3、近几年无委托有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
对其防雷装置进行防雷定期检测； 
4、无对灾害性天气开展应急处置并及时
上报灾情。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25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
学校 

1、无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及开展应急演
练与知识培训； 
2、无委托有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对其防雷
装置进行防雷定期检测； 
3、无对灾害性天气开展应急处置并及时上
报灾情。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26 惠阳中山中学 

1、无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无制定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及开展应急演
练与知识培训； 
3、无委托有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对其防雷
装置进行防雷定期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区初查 

惠东县 

27 
惠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惠东县多祝镇卫生院
升级建设项目） 

1、防雷装置隐蔽工程未委托第三方检测单
位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28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恒大南苑项目部 

1、未制定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气象灾害防御档案不健全； 
3、防雷装置隐蔽工程未委托第三方检测单
位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市级复查 

29 中国石化长东加油站 无 无  市级复查 

30 惠东县梁化第二幼儿园 

1、未制定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未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定期巡查、隐患排
查； 
3、未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档案； 
4、未安装防雷设施。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31 惠东县梁化幼儿园 无 无  县级初查 

32 惠东县利有液化石油气
供应有限公司 

1、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工作制度、档案、定
期巡查、隐患排查等台账资料不够完善； 
2、待完善气象应急预案及相关演练、气象
灾害安全培训工作。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33 惠东县海滨液化石油气
有限公司 

1、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工作制度、档案、定
期巡查、隐患排查等台账资料不够完善； 
2、待完善气象应急预案及相关演练工作。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34 
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
司金海湾喜来登度假酒
店 

气象灾害防御档案、隐患排查记录待完善。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博罗县 

35 博罗县平安生态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1、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缺少气象灾害巡
查办法； 
2、未见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应急演练和培训
记录； 
3、未见气象灾害巡查记录； 
4、景区未安装防雷设施。 

第 1、2、3 项
责令改正；第
4项责令限期

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36 博罗县博罗中学 
1、建议进一步根据实际修订应急预案； 
2、未见防雷检测报告，应委托有资质的防
雷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测。 

第 1项责令改
正；第 2项责
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37 惠州大维化工有限公司 无 无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38 博罗县华侨中学 1、未制定气象灾害应急演练； 
2、未完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39 博罗县博师高级中学 1、未制定气象灾害应急演练； 
2、未完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0 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
园 未完善气象防御相关台账。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1 秋枫寨景区 
1、未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2、未制定气象灾害应急演练； 
3、未完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2 惠州市益可涂料有限公
司 未制定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制度。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3 惠州宏柏化工有限公司 未完善气象灾害应急演练。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4 博罗县佳兆业置业有限
公司 

1、未完善气象灾害应急演练； 
2、未完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责令限期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45 博罗县悦城实业有限公
司 无 无  县级初查 

46 
博罗县博师高级中学（博
罗县博师高级中学新学
区建设项目） 

无 无  县级初查 

龙门县 

47 龙门尚天然温泉度假有
限公司 

1、未见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应急演练记录，
建议实行实战演练，完善演练台账； 
2、建议增加预警信息接收终端和渠道。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48 龙城镇第三小学 1、未见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应急演练记录，
建议实行实战演练，完善演练台账。 责令改正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49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三院项目） 

1、未见气象灾害防御相关应急演练记录，
建议实行实战演练，完善演练台账； 
2、应预警信息接收终端和渠道； 
3、未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防雷装置隐蔽
工程部分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第 1、2项责令
改正；第 3 项
责令限期整

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市级复查 

50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石油分公司西
林加油站 

检测报告未在防雷监管平台备案，无法判
断真伪。 

责令限期整
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1 龙门县志诚烟花爆竹有
限公司 

1、未确定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 
2、未确定恶劣天气预警信息相应制度； 
3、未落实定期检测制度。 

责令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2 惠州市创美市政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未确定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 
2、未组织应急演练； 
3、未确定恶劣天气预警信息相应制度。 

责令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3 江南红公馆 1座、2 座、
地下室工程 

1、未确定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 
2、未组织应急演练； 
3、未确定恶劣天气预警信息相应制度。 

责令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4 庄上庄度假村 

1、未确定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 
2、未组织应急演练； 
3、未确定恶劣天气预警信息相应制度； 
4、未落实定期检测制度。 

责令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5 林丰温泉 

1、未确定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 
2、未组织应急演练； 
3、未确定恶劣天气预警信息相应制度； 
4、未落实定期检测制度。 

责令整改 正在整改 县级初查 

56 惠州市南昆山云顶温泉
度假村有限公司 无 无  县级初查 

57 龙门县实验学校 无 无  县级初查 

58 龙门县龙门中学 无 无  县级初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