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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新鲜1000克以上

鲜活

鲜活

新鲜

新鲜

新鲜

鲜活

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
时间：2022年9月22日 （仅供参考）

菜品
小山药

西红柿

紫茄子

绿茄子

芹菜

扁芸豆

白芸豆

无丝豆

菠菜

韭菜苔

有机花菜

西兰花

香菇

苦瓜

价格
4元

2.9元

1.7元

1.3元

1.3元

7.6元

6.5元

6元

1.5元

7元

2.2元

6.5元

5元

1.8元

烟台幸福蔬菜批发市场每日菜价（每斤）
时间：2022年9月22日 （仅供参考）

规格

500克左右新鲜

1500克左右新鲜

新鲜

鲜活

新鲜

500克左右新鲜

鲜活

新鲜

8个头新鲜

鲜活

新鲜

价格
1.2元

1.7元

1.2元

3元

1.6元

3.5元

3.9元

4.0元

1.2元

1.0元

3.0元

1.2元

1.2元

5.5元

名称

黑蛤

飞蛤

刀把蛏子

螃蟹

牙片鱼

赤甲红蟹

花盖蟹

黄鳝鱼

偏口鱼(大)

海蛎子

爬虾

菜品
大白菜

土豆

紫甘蓝

茭瓜

胡萝卜

青萝卜

尖椒

圆椒

黄圆葱

紫圆葱

绿黄瓜

刺黄瓜

圆茄子

大山药

零售价格

5元/斤

17元/斤

90元/斤

30元/斤

40元/斤

35元/斤

27元/斤

45元/斤

12元/斤

6元/斤

30元/斤

零售价格

27元/斤

10元/斤

17元/斤

20元/斤

30元/斤

27元/斤

8元/斤

25元/斤

58元/斤

20元/斤

30元/斤

名称

鲈鱼

鲅鱼

小黄花

长腿蛸

黑鱼(大)

加吉鱼

草鱼

墨鱼

鲍鱼

海螺

鲳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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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
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及其相关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
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
的原则，实行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以属
地监管为主的监督管理体制。

第四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
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制定和实施安全生产专
项规划；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投入，强化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完善安全生产治理体
系，支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执法检查人员和必要的装
备，依法对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综合监
督管理，并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

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农业示范区、港
区、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旅游度假区等功能区管
理机构，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
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力量，按
照职责对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
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
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实施
指导协调、动员部署、监督检查、巡查督查。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部门，
承担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承担主体责任，并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七条 市、区（市）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承担
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其他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依法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不明确的，由市、区（市）人民政府按照业务
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相
互配合、齐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加
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
督，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提出保障安全生产
建议，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
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管理机构
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
安全文化建设，开展安全常识普及和事故警示教
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安全
生产公益宣传，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舆论
监督。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
生产保障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

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特点，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加强教育，保障投入，严格管理，完善措施，落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预防事故。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
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或者
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直
接管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履行下列职
责：

（一）督促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相关规
章制度和技术标准、操作规程；

（二）组织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及整
改；

（三）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向主要负责人报告；

（四）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指导本单
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与修订工作；

（五）对生产经营决策是否符合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和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提出意
见建议；

（六）阻止和纠正本单位违反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决定和行为，并及时向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七）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
作出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
离作业场所的决定；

（八）对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安全操作规程的行为，经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
提出处理意见并监督落实；

（九）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确定的其他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以及应当依法履行的其他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相关负责人在履行各
自岗位业务工作职责的同时，对分管或者负责范
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管理责任，并结合本
单位实际履行下列职责：

（一）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分管或者负责范围
内的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向主要负
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或者安全总监报
告和通报，提出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整改责任；

（三）每年向本单位报告一次分管或者负责
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
立和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技术管理机构
以及相关技术人员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制定安全技术规程、作业
规范、技术标准；

（二）制定重大危险源的技术管理方案；
（三）排查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技术

问题并及时处理；
（四）定期评估生产工艺、设施设备等生产要

素的技术安全现状，提出改进建议。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制度，依法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
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
告知其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的时间、
内容、学时、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并由
教育和培训对象签字。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明确本单位
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的种类和型号，按照
规定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督促、检查、教育从业人
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和使用，不得以货币形式或
者其他物品替代。购买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的
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
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
悬挂、挖掘、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
产、有限空间、有毒有害、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
以及临近油气管道、高压输电线路等危险作业

的，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实施危险作业的相关票证、台账等书面记录
应当建档备查，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第十六条 非煤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
强采掘（剥）运输装备智能化升级，推动固定设备
设施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逐步实现采、掘（剥）、
支、铲、运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连续作业，减少作
业现场人员，实现现场无人化作业。

第十七条 非煤地下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建立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和审批制度，明确动火
作业级别以及分级标准、动火作业审批内容以及
程序、动火作业各相关人员要求；作业前对现场
进行安全检查，加强作业过程安全管理，作业完
毕后进行安全确认，落实动火作业风险管控和应
急处置措施。

在井口、井筒动火作业时，必须撤出井下所
有作业人员，在主要进风巷动火作业时，必须撤
出回风侧所有人员。

第十八条 有爆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爆破器材的采购、保管、运输、
领取、使用、清退、销毁等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国家、省和本单位的有关爆破规定与作业规程。
爆破作业发包单位应加强对外包爆破作业单位
的全过程安全管理。

非煤地下矿山基建期间井下严禁储存爆破
器材，实施井下爆破作业，应当根据当班用量定
时定量将爆破器材供应至作业面，严禁炸药与雷
管等起爆器材混运、混放。

第十九条 建筑、安装、拆除施工以及外墙
清洗等高空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和省相关安
全管理规定，采取由专业人员搭建脚手架和吊装
设施设备、铺设安全网等防护措施，相关作业人
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关作业资格。

恶劣气象条件可能危及生产、施工、经营场
所安全的，应当停止作业或者运行，并采取应急
处置措施；因特殊情况确需作业或者运行的，应
当采取专门措施保障安全。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
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单位发包或者出租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设备，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一）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

（二）协调解决承包方、承租方提出的安全生
产问题；

（三）每月至少检查一次承包方、承租方的安
全生产状况；

（四）及时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拒不整改的，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报告；

（五）及时劝阻检查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
告。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作业
岗位安全检查制度，督促从业人员开展岗位安全
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作业。岗位安全检
查包括下列事项：

（一）设施、设备符合安全操作和安全标准规
定，安全状态良好；

（二）熟练掌握设施、设备的操作要领、操作
规程；

（三）作业场地以及物品存放符合安全规范；
（四）个人防护用品齐全、完好，并正确佩戴

和使用；
（五）其他应当检查的事项。
作业结束后，从业人员应当对本岗位负责的

设施、设备、作业场地、安全防护设施、物品存放
等进行岗后安全检查。

第三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重点行业、领
域的专项整治，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三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根据监督管理权限，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
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
重点检查单位范围。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确定的监督检查内容、范围和频次开
展监督检查，加强相互衔接，必要时可以采取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行政执法人员和联合
检查的方式。

对投诉举报集中、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依法处
理。

市、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加强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有权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举报。收到
报告、举报的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举报事项应
当依法组织核查、调查和处理，并为举报者采取
保密措施；对职责范围外的举报事项应当告知
举报者向有权处理部门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
移送有权处理部门调查处理，并采取适当方式
告知举报者，无法取得联系的除外。涉及人员
死亡的举报事项，由市、区（市）人民政府组织核
查处理。

举报事项经核查属实的，对举报有功人员，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五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执法标准化建设，改善执法
人员调查取证、个体防护等专业化执法装备。

第二十六条 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
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大事故，致使国家利益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
法提起公益诉讼。

第二十七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建立综合信息管理网络平台，对隐患
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管理、事故预警、应急救
援、事故调查，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等相关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信息资源共享。

第四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
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导协调机制，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体系，在重点行业、领域建立或者依托有条件的
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建立应急救援基地
或者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市、区（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制定本部门应急救援预案，细化
应急救援措施，并与本级人民政府应急救援预案
相衔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功能区管理
机构应当制定相应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协助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事故应
急救援工作职责。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
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履行下列职
责：

（一）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二）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
（三）对容易发生事故的场所和环节加强监

管；
（四）开展应急救援培训，组织从业人员按照

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演练；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

位的应急救援预案，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并报
送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事故现场有
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
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
谎报、瞒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

证据。
第三十一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市、区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关于事故等级和
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负责事故
调查的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
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
查组进行调查。

直接经济损失在一百万元以下且未造成人
员伤亡的一般事故，由区（市）人民政府委托事故
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将事
故调查报告报所在地区（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备案。

第三十二条 事故发生单位、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配合事故调查工作，接受事故调查组询
问，按照规定时限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
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三条 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六个月
内，负责事故调查的市、区（市）人民政府或者市、
区（市）人民政府授权、委托牵头事故调查的有关
部门应当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评
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对不履行职责
导致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没有落实的有关单位
和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四条 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命令
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耗费用，由事故责
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无力承担的，由有关
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害需要抢救的，事故发
生单位应当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医疗机构，并垫
付医疗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
工作的负责人或者安全总监、其他相关负责人未
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
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
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未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
产事项，以及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危险作业，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将危险作业的相关票证、台账
等书面记录建档备查并保存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
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
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
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发包或者出租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设备，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未明
确实施机关的，由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实施。

第四十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及其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经事故调
查组认定、监察机关核实，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
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生产法定职责
的，不予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22年12月1日
起施行。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1号)

《烟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已于2022年8月25日经烟
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并于
2022年9月21日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9月22日

烟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12月12日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18年1月23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2022年8月25日烟台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2022年9月21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秋日的暖阳下，黄渤海新区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人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潮水镇、大季家街道等众多
区域道路改造提升整治工程的完工，驻地居民和村庄居民
生活环境和通行更加便利，渔民果农在致富的路上越走越
平坦。

9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黄渤海新区潮水镇南大街道
路提升改造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商户门前进行混凝土路
面施工。“潮水镇驻地改造项目包括对南大街、北大街、京都
东路等6条道路进行改造。南大街改造提升长约1公里，要
对道路南北两侧100多户商户门前雨水管道、电力管道和
路面进行整体改造提升，我们进行分段施工，也就是开挖
30米后立刻铺设管道进行回填，满足了商户生产经营需
求，整个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业达城发集团景观工程师
孔宪敏介绍说。

在潮水镇山上曲家至女王山道路现场，施工人员正在
安装路沿石。记者了解到，潮水农村道路提升工程涉及连

村路9条。“今年雨水较多，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加班加点保
质保量推进工作，项目从6月中旬开工，目前大部分道路
沥青罩面施工已经结束，预计10月中旬完工。”

据介绍，由业达城发集团承建的黄渤海新区潮水镇、大
季家街道等10个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涉及潮水镇和大季家
街道驻地改造、潮水镇下辖26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大季家
街道下辖3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10条连村道路改造提升、5
条农村公路改造提升等。截至目前，其中一半的项目已经接
近尾声，剩余的项目也在按照计划节点持续推进中。

“潮水镇、大季家街道等众多区域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整
治，改善驻地居民和村庄居民生活环境和通行条件，对当地
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给当地果农和渔
民提供了便利、安全的运输环境。”业达城发集团景观工程
师孔宪敏介绍，这些连村路、农村公路的改造使村与村之间
的联系加强，更有利于发展城乡一体化，实施乡村振兴，提
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感和幸福感。 邹春霞 侯嘉伟

人居环境细梳妆 美丽乡村入画来

潮水镇大季家等区域道路改造提升工程10月底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