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机构信息 

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办公电话、传真、通信地

址、邮政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三

定方案 

人事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916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确定的本部门

法定职能 

领导分工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领导姓名、

职务、简介、分工 

内设机构 
局机关内设机构名称、职能、

联系电话 

下属事业单位概况 
下属事业单位名称、职能、联

系电话 

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 

国家有关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消防管理、森林防火、草

原防火、水旱灾害防治、地质

灾害防治、震灾应急救援、救

灾的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应

急管理、安全生产、消防管理、

森林防火、草原防火、水旱灾

害防治、地质灾害防治、震灾

应急救援、救灾的地方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政规范性

文件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第 327 号） 

政策法规处、

有关业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812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国家部委、省政府和市政府有

关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地震、

消防管理、森林防火、草原防

火、水旱灾害防治、地质灾害

防治、震灾应急救援、救灾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 

其他政策文件 

应急管理局以及市委、市政府

名义制定或应急管理局制定

的政策性文件 

重点工作 人事信息 
干部任免、公务员招录等人事

管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人事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916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公开指南 
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公开

年报及公开指南等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779 

财务公开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三公”

经费等信息 
规划财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52 

规划计划 

安全生产有关发展规划、专项

规划等；年度安全生产科技攻

关指南、年度安全生产科技项

目立项项目情况等 

规划财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52 

执法动态 
常规检查执法、暗查暗访、突

击检查、随机抽查等执法信息 

各业务处、安

监总队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其他 

社会 

61885807 

61885802 

61885809 

61885172 

61885921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隐患排查 
一般隐患整改情况、挂牌督办

重大事故隐患情况等信息 

调查评估和

统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72 

安全生产“红黑名单” 
纳入红、黑名单管理的企业名

称、管理时限等信息 
政策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812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情况、应急

处置和救援情况、调查处理和

责任追究情况、事故调查报告

等信息 

调查评估和

统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72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应急管理 

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预警信息及发生情况、应急处

置和救援情况等信息 

救援协调和

预案管理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642 

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结果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779 

中介服务事项 中介服务事项相关信息 
科技信息化

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62 

民生工程 
安全社区建设年度计划、总结

和推进情况 
 

综合减灾救

灾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47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抽查事项、抽查依据、抽查主

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等信

息 

政策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812 

行政许可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总部首次发证；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独立生产系统首次发证；非煤矿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总部延期；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独立生

产系统延期；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总部直接延期；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独立生产系统直接延期；非煤

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主要负责人；非煤矿山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变更单位名称、单位地址、经济类型、许可范

围；金属非金属矿山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尾矿库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坑

探工程项目；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特种作

业人员操作证核发；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

明的核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首次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企业名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单位地址；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变更许可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变更主要负责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

期；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直接延期；危险化

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延期

审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直接延期审查；危险化学

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主要负责人；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变更单位名称；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单位地

址；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变更许可范围；从事剧毒、

易制爆、汽油加油站、专用危化品仓储的企业、中央企业所

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

动的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经营许可证核

发；从事剧毒、易制爆、汽油加油站、专用危化品仓储企业、

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

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受

理时间、办理结果、联系电话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政权力指

导清单（2018 年本）》 

行政审批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86919825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中央企业所属省级、设区的市级公司（分公司）从事危险化

学品经营活动的企业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审查；带有储存设

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企业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审查；从事剧毒、易制爆、汽

油加油站、专用危化品仓储企业；中央企业所属省级、设区

的市级公司（分公司）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企业经营

许可证直接延期审查；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经营许可证直接

延期审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主要负责人；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单位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单位地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储存设施及监控措施；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许可证延期审查；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直接延期审

查；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变更（变更主要负责人）

审查；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变更（变更单位名称）

审查；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变更（变更单位地址）

审查；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变更经营许可范围、储

存仓库地址和仓储设施新建、改建、扩建；二类、三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备案证明的核发（50 项） 

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罚；对生

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

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

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处罚；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未履行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处罚；对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罚；对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罚；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处罚；对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

格的处罚；对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

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

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处罚；对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情况的处罚；对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

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处罚；对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

权力类型、权力名称、设立依

据、责任主体、责任事项、追

责情形、追责程序、监督电话

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政权力指

导清单（2018 年本）》 

各业务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807 

61885802 

61885809 

61885172 

61885921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

举报电话 

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处罚；对特种作业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

业的处罚；对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

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处

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

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

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处罚等内容 

公共服务事

项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查询 

服务事项名称、设立依据、服

务对象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四川省公共服务事

项目录（2018 年版）》 

宣传培训处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195 

应急信息 

应急要闻 
应急管理局重要工作信息、领

导动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务院令第 711 号）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

更）5 个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61885914 

区（市）县动态 
各区（市）县应急管理部门工

作信息 

公示公告 相关需公示公告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