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吴 骁 韩 健）4月16日，市特种设
备安全生产专项委员会组织市市
场监管局、公安局、城管局、商务局
和万石镇人民政府，在江苏省华东
石材市场开展了叉车安全专项联
合执法检查行动。通过此次行
动，及时消除了一批叉车安全隐
患，查处了数起叉车违法违规行

为，进一步落实了市场内叉车安
全管理主体责任，提升了叉车安
全管理水平。

据悉，该市场有叉车 410 多
台，主要用于搬运石材。由于行
驶作业区域属于开放型，上路行
驶情况较为复杂，经营户多、叉车
数量多且使用频繁，加之驾驶员
安全培训力度不够、安全管理主

体责任不够落实等因素，导致市
场内叉车安全隐患较多。

当天上午9时许，联合执法检
查组人员对市场内3号路自东向
西1公里范围内的叉车安全情况
进行了逐台排查。对检查发现的
在市场内主要交通道路上行驶或
停放的叉车、在市场内其他区域作
业或停放的“三无”叉车，由市市场

监管局万石分局、和桥交警中队和
万石城管中队对其依法实施查封
扣押，并按《道路交通安全法》《江
苏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等法律
法规，进一步追究相应的市场经
营管理责任单位和当事人的责
任。对擅自改装叉车、加装配重
块、改变叉车原始功能参数等违
法违规行为，当场责令其改正，并
按规定对叉车进行维护保养和强
制检验。

对在联合执法检查中被扣押
的叉车，将由联合执法检查组督
促相关责任单位申请检验。检验
合格后，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注册登记手续，做到合法合规使
用。对未经检验合格、未办理注
册或未经市场经营管理责任单位
登记备案的叉车，在对使用单位
发放《宜兴市叉车安全管理责任
告知书》的同时，警告使用单位一
律不得在市场内作业或停放，责
令市场经营主体履行安全管理责
任。联合执法检查组还将督促叉
车驾驶员参加教育培训和技能考
核，确保市场内所有叉车驾驶员
持证上岗。

市安全生产派驻督导第二督
导组组长褚东平参加了此次联合
执法检查，他充分肯定了这次行动
的成效，并要求进一步做好叉车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动石材市
场叉车合法合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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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检查联合检查

■■ 整治行动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许金为）严厉打击使用“三无”叉车、

“假停真用”叉车、无证驾驶叉车、违
章操作叉车等行为，消除叉车事故
隐患，有效防范叉车事故，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瞄准这些重点，连
日来，市叉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组织市市场监管
局、公安局、城管局、商务局等部门
和属地镇政府（街办）分头深入到各

自负责的板块区域开展叉车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及时整改问
题和隐患，为促进宜兴高质量发展
提供安全保障。

叉车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场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
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
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
域内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自
2013年以来，我市每年发生的叉

车事故的起数占全市特种设备事
故总数的60%，叉车安全形势严
峻。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
加强叉车安全管理，确保叉车安全
运行,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今年3月
至12月中旬，我市开展叉车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据悉，这次专项行动，将以消
除安全隐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
任、构建长效安全监管工作机制为

目标，通过行动，实现消除使用“三
无”（无注册登记、无定期检验、无持
证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叉车的
现象。全市在固定封闭区域内作业
的叉车100%注册登记，100%定期
检验合格。叉车使用单位持证叉车
司 机 数 与 叉 车 数 比 例 不 低 于
100%，确保100%持证上岗。消除
叉车在道路上行驶、在道路和城市
人行道板上乱停乱放的现象。全市
物流场所及钢材、石材、建材、化工
等批发市场落实叉车安全管理单位
的主体责任。叉车使用单位建立完
善叉车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100%
落实专职或兼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员制度，落实隐患排查与整改制
度。全市叉车作业人员与管理人员
100%接受事故警示及安全培训再
教育。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做到整
治责任到底、排查见底、整改彻底，构
建完善叉车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

为保证行动目标的实现，市
叉车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在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相关部门和属地镇政府（街办）职
责分工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
全面落实叉车使用单位主体责任
和岗位行为责任，加强叉车安全
检验，加大相关人员安全培训力
度，开展叉车安全执法查处，发放
叉车安全管理责任告知书，扎实
有序地推进专项行动，确保预期
目标的实现。

突出整治重点 严格落实责任

我市开展叉车安全专项治理

本报讯（记者梁 华 通讯员
俞 杰）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高
塍分局会同该镇应急办、和桥交
警中队等单位，对高塍镇范道物
流园、废旧物品收购站等人员密
集、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场
所开展叉车安全联合检查，对10
起违法违规使用叉车行为进行了
立案查处。

据悉，相关部门共联合检查
了该物流园内的10多家入驻市
场主体，以及高塍镇范围内的12
家废旧物品收购场所，共检查叉
车20多台。检查发现，部分市场
主体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
存在叉车乱停乱放、使用未经检
验的叉车、操作人员未取得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证等问题。目前，
市市场监管局高塍分局正会同高
塍镇应急办、和桥交警中队等部
门和单位，加大风险防控和叉车
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构建叉车安
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场主体
增强叉车使用管理安全意识，落
实叉车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高塍分局：
加强物流园废旧物品

收购站叉车安全整治

本报讯（记者良言 通讯员
吴 骁 许 昌）4月9日，市市场监
管局宜城分局会同宜城街道安
监办、宜城交警中队、宜城城管
中队等单位，对江苏融达建材装
潢市场有限公司所属各市场的
叉车开展安全联合执法检查，有
效规范了该市场叉车使用行为。

该公司所属各市场内的叉
车数量多、流动性大、使用情况
复杂，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
患。对此，市市场监管局宜城分
局充分履行宜城街道特种设备
安全专委会所属牵头单位的职
责，在前期精心准备、制订周密
行动方案的基础上，会同相关单
位开展了这次联合执法检查行
动。行动中，联合检查组对钢材
市场、五金市场内的叉车进行全
面摸排，重点检查非法使用“三
无”叉车行为。

在检查现场，联合检查组详
细检查了叉车注册登记、作业人
员持证、产权及规范使用等情
况。同时，严查“三无”叉车在道
路上行驶及停放、在固定作业区
域外的城市人行道板上乱停乱放
等违法行为。

其间，共排查叉车使用单位
16家，发现1台叉车非法停放。
联合检查组对叉车安全主体责
任人逐一宣传了法律法规，并对
非法停放的叉车进行了先行登
记保存。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为宜城
街道叉车安全使用情况把了脉，
为后续系列整治行动开了好头。
目前，宜城分局正组织推进该公
司所属各市场的叉车司机取证培
训，以及使用单位负责人和叉车
司机安全警示教育培训等活动，
确保叉车使用安全。

宜城分局：
开展建材市场内

叉车安全联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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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向全市叉
车使用单位下发了《宜兴市叉车安
全管理责任告知书》，对照有关法
律法规，明确了叉车使用单位（包
括租赁使用单位）应当履行的安全
责任。

一是叉车使用单位应当在叉
车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的
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牌照。

二是叉车使用单位及其主要
负责人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
负责。主要负责人应至少履行以
下职责：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

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
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计划；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
投入的有效实施；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
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及时、如实报告安全生产
事故。

三是叉车使用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对其进行必
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并留下
教育培训书面记录。

四是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

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
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

五是叉车使用单位应在上次
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
要求，新购置的叉车应在购置后立
即报检。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
格的叉车，不得使用。叉车检验有
效期为一年。

六是叉车使用单位应当建立
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
安全管理制度，并结合实际制定
合理的操作规程，保证叉车安全
运行。

七是叉车使用单位应当建立
安全技术档案。

八是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
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
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
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
用特种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有
关负责人。

九是叉车作业人员应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和随机资料中《司机手
册》的规定进行作业，在作业过程
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
因素，应当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特
种设备运行不正常时，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应当按照操作规程，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叉车安全运行。

（记者 良华）

叉车使用单位应履行的安全责任

多部门开展省华东石材市场
叉车安全专项联合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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