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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报范围
红岛经济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存在

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非法
违法行为。
二、奖励标准
根据举报事项的价值、确凿程度

和举报人协助调查情况，对实名举报
人给予100元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
奖励标准遵守以下规定：
（一）举报事项属于一般事故隐患
或者轻微、一般非法违法行为的，奖励
100元至2000元；
（二）举报事项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或者较重、严重、特别严重非法违法行
为的，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奖励
举报人，最低奖励 2000元，最高不
超过30万元，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等规
定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执行；
（三）对于举报瞒报、谎报事故
的，按照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
人数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
万元，其中：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
谎报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故
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万元计
算；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奖励5万元计算；特别重大事故按每
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6万元计算；
查实亡人事故之外，同时有重伤的，
每查实1人在原奖励基础上再奖励
2000元。

举报人就同一事项分别向多个部
门实名举报的，由最先受理举报的部
门向同级安委会办公室申报，由安委
会办公室予以一次性奖励。
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受

理部门按一次举报予以奖励，奖金由
第一署名人或者联名人推选的其他署
名人领取并自行分配。
三、下列举报不适用奖励标准
（一）2018年6月1日前已经受理
的举报；
（二）举报人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其直系
亲属的；
（三）时间、地点、性质、可能存在
的危害等信息不完整、不准确，导致无
法核查的；

（四）已被有关部门掌握
情况，正在处理的；
（五）依法应当通过行政
复议、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
的；
（六）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等受理
范围内事项的；
（七）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法定职责
报告的事项；
（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为
不应奖励的其他事项。
四、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68012350
通信地址：青岛市高新区新业路

创业中心B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委办）

8月20日，市局特种作业人员专
项执法检查组在青岛中车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健全特
种作业人员档案，2018年8月24日，

高新区安监局依法对青岛中车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经调查，青岛中车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该行为违反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
定，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
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按照
《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

七十九条裁量档次1的情形，决定对该
单位作出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伍仟元
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单位按要求对存
在的隐患整改完毕，并足额缴纳罚款。

□半岛记者 李潇 整理

校园安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这份安全手册送给每位学生，从幼
儿园到大学，要注意的安全问题都包
括在内，校园安全无小事，时时刻刻不
能放松警惕。
■幼儿园篇
一、楼道安全
教室、楼道、走廊、楼梯等是幼儿

容易出事故的地方。教育孩子外出活
动时，要听老师的话，一个挨着一个
走，不推不挤，下楼梯要扶好扶手。
二、游戏安全
教育孩子使用游戏设备（滑梯、小

推车等）要按照老师的安排，有问题时
懂得向老师求助。可以提前和孩子在
家里预演一遍。
三、饮食安全
平常要教孩子喝牛奶以及吃饭时

等温度合适再用餐，在幼儿园吃饭时
不嬉笑打闹；喝水洗手时，要懂得谦让
并排队，不推不挤。
■中小学篇
一、交通安全
1 .在路上遇到灾害天气，及时找

安全的地方临时躲避，用公用电话或
他人手机通知家长，不要冒险行走。
2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与机动

车抢道，不嬉戏打闹，过路口前要四处
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3 .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要
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
无牌、无证车辆。
二、财产安全
1 .上学不携带贵重物品，身上不

带过多零花钱，不和别人攀比。
2 .保管好个人物品，家门钥匙及

零花钱随身携带，不随意摆放。
3 .自身财产受到侵害时，及时告

诉家长和老师，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
机。
三、食品安全
1 .不购买街头无营业执照、无卫

生许可证的商贩出售的饭盒及食品。
2 .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物。

四、校内安全
1 .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

具进校。
2 .不随意动灭火器材、电线、各种

开关。严禁违反规定使用明火。
3 .同学们之间有矛盾时，要找班

主任和学校解决，不要打架斗殴，更不
能找人报复。
4 .要注意教室安全，离开教室时

一定要管好门窗。
五、活动安全
1 .活动时远离建筑工地、道路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
2 .不到坑、池、塘、沟、河流、水坝

等不安全的地方游泳、玩耍。
3 .出门要将玩伴和地点告知父

母，注意回家时间，不要太晚。
4 .不进入游戏厅、歌舞厅，不拉帮

结伙，不打架斗殴。
■大学生篇
一、防火
1 .学生宿舍防火。在宿舍，同学们

应自觉遵守规定，做到不私拉、乱拉、
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室内无
人时，应关掉电器的电源开关并且拔
下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或乱扔烟
头；不在宿舍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
使用明火和焚烧物品。
2 .教室、实验室、教研室、办公室

的防火。做实验时，要严格遵守各项安
全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制
度。使用仪器设备时，应认真检查电
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的情况，注意
检查电源、火源、气源、水源等，还应清
除杂物和垃圾。长时间或不确定时间
离开工作区域，应关闭用电设备，并完
全切断电源。
3 .食堂、学生活动场所等人员密

集场所的防火。要遵守消防安全制度，
不携带易燃易爆品，如汽油、酒精等；
禁烟区不准吸烟，不随地丢弃烟头、火
种，应保持安全通道的畅通。
4 .室外的防火。现在校园植被较

为丰富，秋、冬季绿化地带会有不少树
林落叶、枯枝和枯草，不要在室外烧
纸、点火或乱扔烟头，以免引起火灾。
二、防盗

1.贵重物品不用时锁在抽屉、柜子
（箱子）里或寄存他处。饭卡随身携带，
不要存太多的钱，丢失后立即挂失。
2 .不炫富，包括公开展示高端电

子设备、名牌、大额现金。
3 .保管好自己的钥匙，不要轻易

借给他人。
4 .不留宿外来人员。对形迹可疑

的陌生人提高警惕，留心观察。
三、防诈骗
1 .增强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2 .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利；在提

倡奉献爱心的同时，提高警惕性，不轻
信花言巧语。
3 .不把家庭地址等情况随便告诉

陌生人，发现可疑人员要及时报告。
4 .交友要谨慎，避免感情用事。
5 .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切勿盲

目攀比。
四、人身安全
1 .不轻易和陌生人交往，不轻信

他人；交友过程中尽量不透露过多个
人信息，不酗酒，不吸毒，不赌博等。
2 .晚上外出不到偏僻、无人或陌

生的地方。集体外出要结伴而行，不要
脱离集体单独行动。
3 .独自出行时，至少要让一位朋

友知道你的位置。应随身携带手机，如
感觉有人跟踪，立即报警。
4 .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乘坐正规交通工具。

红岛经济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明白纸

红岛经济区安全生产典型案例[ 安全红岛 ]

[ 案例剖析 ] 电子火灾是什么？如何预防？
电气火灾一般是指由于电气线

路、用电设备、器具以及供配电设备出
现故障，释放热能，在具备燃烧条件下
引燃本体或其他可燃物而造成的火
灾，也包括由雷电和静电引起的火灾。
电气火灾主要包括漏电火灾、短

路火灾、过负荷火灾、接触电阻火灾。
■典型案例

案例一：2018年6月13日下午3
时20分，山东省枣庄市天宏矿用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经现
场调查，是车间内堆积的棉纱着火所

导致。
案例二：2017年12月3日上午，山

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裕华路付家工业园
一厂房内因空调未及时关闭引发火灾。

案例三：2017年11月18日，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的一
幢集生产、经营、储存、住宿于一体的
“多合一”建筑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9
人死亡、8人受伤。经现场调查，火灾
由铝芯电缆电气故障造成短路，引燃
周围可燃物所导致。
■防范要点

电气火灾如何预防———
1、对用电线路进行巡视，以便及

时发现问题。
2、再设计和安装电气线路时，导

线和电缆必须选用取得国家CCC认
证的产品，且线径截面积（通流量）与
实际符合相匹配。绝缘子也要根据电
源的不同电压进行选配。
3、在安装线路和施工过程中，要

防止划伤、磨损、碰压导线绝缘，并注
意导线连接头质量及绝缘包扎质量。
4、在特别潮湿、高温或有腐蚀性

物质的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敷，应
采取套管布线；在多尘场所，线路和绝
缘子要经常打扫，勿积油污。
5、严禁乱接乱拉导线，安装线路

时，要根据用电设备负荷情况合理选
用相应截面的导线，且导线与导线之
间、导线与建筑构件之间及固定导线
用的绝缘子之间应留有负荷规程要求
的间距。
6、应检查线路上所有连接点是

否牢固可靠，且附近不得存放易燃可
燃物品。

请收好这份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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