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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鼎府函〔2019〕142号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鼎湖区

引导和扶持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有关单位：

《肇庆市鼎湖区引导和扶持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

案》已经 2019年 10月 16日八届第 64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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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鼎湖区引导和扶持陶瓷企业

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升我区陶瓷行业污

染治理水平，推动我区陶瓷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根据《广东省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办发〔2018〕

29 号）、《肇庆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8-2020年）》（肇办发〔2018〕26号）及《肇庆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肇庆市引导和扶持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肇府函〔2019〕365号）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理念，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最严格的环保、质

量、安全、技术等综合措施，推动全区陶瓷企业退出和转型升级，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和低碳生活，建设美丽鼎湖。

二、目标任务

推进全区陶瓷企业改造升级和退出转型。按照市工作方案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政策引导，我区陶瓷企业原则上保留 3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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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企业实施“煤改气”，并且确保在 2020年 1月底前全面完成改

造升级工作，其余的陶瓷企业确保在 2020年底前实现全面退出转

型。鼓励支持退出陶瓷企业利用现有工业用地进行整体规划“三

旧”改造、建设通用厂房出租或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引导扶持措施

（一）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1．落实“一企一策、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一名市、区

领导包干负责一家企业”制度，每家陶瓷企业制定一个有针对性

的工作方案、建立工作管理台账，实时掌握陶瓷企业生产经营动

态，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到 2020年 1月底前将保留的 3家陶瓷

优质企业完成“煤改气”改造升级。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永安镇人民政府负责

落实］

2．积极引导企业退出，2020年底前落实除保留 3家优质陶

瓷企业外,其余陶瓷企业全面退出、搬迁或就地转产工作。鼓励企

业自行按政府规划实施“三旧”改造或就地转产，利用原有土地、

厂房等资源，引入合作伙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符合我区主导

产业方向的产业，政府在土地转变功能、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符合条件的转产企业制定和落实“三旧”改造、税费政策、产

业发展资金、融资等扶持政策。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鼎湖分局牵头，区住房和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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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区招商局、区金融工作局、区税务局配合实施］

（二）支持技术改造。支持和指导陶瓷企业生产线使用天然

气等综合技术改造，项目改造完工后，按照技术改造有关政策给

予支持。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大力推动运用数字

化、网络化技术升级改造，推动生产装备数字化，鼓励企业广泛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设备；重点实施高耗能设备系统

节能改造，深入推进生产流程工业系统节能改造，加快推广原料

优化、能源梯级利用、可循环、流程再造等系统优化工艺技术。

［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落实］

（三）保障气源供应。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指导供气企业积

极做好陶瓷企业气源稳定供应工作。将天然气管道设施（场站）、

应急储气设施、调峰储备站项目布局纳入当地能源及相关行业规

划，多渠道增加天然气资源供应，加强天然气储备应急能力，协

调保障供气数量、质量稳定，严格控制天然气用气价格。

［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配合实施］

（四）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鼓励天然气“自建自用”试点

工作推进机制。加快天然气管道、气站工程建设，以管道供应为

主、气站供应为辅，管站结合，鼓励气源供应市场竞争，鼓励陶

瓷企业与供气企业合作依法建设LNG供气设施。抓好征地拆迁工

作，引导配合天然气供应企业尽快完成供气站及管网建设；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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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管道天然气垄断经营的局面，推动大型重点企业开展有条

件的“自建自用”试点。鼓励用气量大的特大型企业在确保安全

设备齐全、安全人员到位、依法依规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工

作、依法依规审批的前提下，采取“自建自用”模式，自主选择

不同供气企业，满足本企业生产用气需要，形成供气、用气多元

化格局。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局鼎湖

分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应急管理

局配合实施］

（五）落实资金补助。统筹使用省市财政环境保护补助资金

等相关专项资金，对“煤改气”和主动退出的陶瓷企业按照现有

省、市、县财政扶持政策给予相关补助，鼓励和引导陶瓷企业加

快主动退出。（具体申报细则由市环境局另行制定）

1．对 2020年 1月底前完成“煤改气”的陶瓷企业，每条生

产线省专项资金补助 50万元。

2．市、县两级安排财政奖补资金对 2020年 1月底前完成“煤

改气”的企业按照规模、税收贡献、技术水平等情况分为“扶持

鼓励、转型提高、加强监管”三类，对扶持鼓励类企业给予每条

生产线奖励补助 50万元、转型提高类企业给予每条生产线奖励补

助 30万元；对加强监管类企业在 2019年 11月底前完成“煤改气”

的给予每条生产线奖励补助 30万元，超期不予奖补。上述奖励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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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各负担 50%。分类标准：（1）扶持鼓

励类：按企业用地规模计算 2019年亩产缴税 5万元以上，并已纳

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2）转型提高类：按企业用地规模计算

2019年亩产缴税 3万元－5万元，并已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

（3）加强监管类：亩产缴税 3万元以下及规模以下的企业。

3．对 2020年底前自愿退出的陶瓷企业每条生产线由市统筹

补助 100万元。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区财政局负责落实］

（六）鼓励企业异地搬迁。制定陶瓷企业搬迁优惠政策，支

持陶瓷企业到市外原材料丰富、能源充足、市场广阔的地区去发

展，要充分利用政府招商引资的平台资源，帮助陶瓷企业牵线搭

桥，加快陶瓷企业异地搬迁。

［责任单位：区招商局牵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配合实施］

（七）完善企业职工安置政策。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关

停企业员工分流、安置、再就业的相关政策，督促指导企业妥善

安置企业员工，保障员工队伍稳定。积极配合做好企业员工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与接续工作。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员工，享受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再培训的有关扶持政策。

［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区信访局、区

财政局、永安镇政府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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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八）实施陶瓷企业台账式管理。依托肇庆市工业经济分析

与企业服务大数据平台，建立陶瓷企业监管模块，通过信息化平

台设立陶瓷企业台账资料管理分析通报制度。

［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实施］

（九）加强企业污染治理。严格管控企业污染物排放，实行

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双达标控制制度；强化厂区扬尘治理，督促

企业完成厂区扬尘无组织排放治理；实行排污设施自动实时监控，

在2019年10月底前实施陶瓷企业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营、

监管；强化社会监督，督促企业在门口显著位置设立电子显示板，

并依法在信息化平台向社会公布包含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排量、烟流速、氧含量、炉内温度、月燃煤量、月煤焦油

产生量等 9项指标；指导监管已“煤改气”和退出的陶瓷企业做

好危废处置工作。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负责落实］

（十）加强土地执法检查与严格瓷土矿源头管控。对企业用

地情况进行摸排，登记造册。开展大清查行动，坚决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原则上全区范围内不再批准新设非金属矿

采矿权出让计划，不再批准瓷土矿扩大矿区范围，坚决依法依规

处理无证照开采、采矿许可证到期和不符合林业用地要求等的违

法违规矿山。严格控制瓷土矿开采量，坚决对无证照和无合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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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手续的瓷土加工企业（场）依法查处。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鼎湖分局牵头，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区农业农村局配合实施］

（十一）依法依规严格整治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建立交通运

输、公安、海事部门执法机构联勤联动机制，交通运输、公安部

门负责对企业运输车辆超载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海事部门负责管

控水运超载行为，强化对水陆运输装卸的监管执法；做好陶瓷企

业车辆扬尘治理工作，加强监管运输车辆货物扬撒违法行为；依

法设置治超检查点，对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依规查处。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市交警支队第二大队牵头，鼎

湖海事处、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市自然资源局鼎湖分局配合

实施］

（十二）严格管控企业煤炭消耗。实施企业煤炭消费总量控

制，统一对燃煤消耗大户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建立用煤企业月度

用煤量监测制度，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工作。从 2020年 2

月开始，我区保留的 3家企业生产线使用天然气，相应削减煤炭

消费总量指标。

［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区

财政局负责落实］

（十三）实施全覆盖节能监察。开展陶瓷企业专项节能监察，

2019年 11月底前完成全部陶瓷企业专项监察。对不符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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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2-2013）执行标准的

陶瓷企业，逐级提请省发改委实施惩罚性电价。对不符合能耗限

额标准的陶瓷企业，各部门按省、市相关要求严格审核陶瓷企业

申请直购电优惠政策。

［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肇庆鼎湖供电局配合实

施］

（十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组织开展生产企业制取、储存

和使用煤气的安全生产检查，依法整治安全隐患，遏制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发生；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强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安全管理制度、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机制建设，提高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依法严厉打击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

行为。

［责任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鼎湖分局负责落实］

（十五）加强税务监管。加强对税收征管稽查工作，监督企

业依法纳税，严查偷税漏税的违法经营行为，对偷逃税收的企业

及纳税人按规定依法依规处理。

［责任单位：区税务局负责落实］

（十六）加强社会保险金征管。加强对企业社会保险金征管

工作，监督企业依法缴交社会保险金，严查少缴逃缴社会保险金

等违法行为，对少缴逃缴社会保险金的企业按规定依法依规处罚，

确保企业所有员工全额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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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税务局负责落实］

五、组织保障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陶瓷企业综合整治指挥部,

由区委书记和区长任总指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常务副总

指挥，分管发改、工业、交通、人社、公安的区领导任副总指挥，

成员包括：区委办主任、区府办主任，区发改局、工信局、公安

局、财政局、人社局、资源分局、环境分局、住建局、交通局、

招商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局、城管局、信访局、农业

农村局、税务局、鼎湖供电局及永安镇等单位主要负责人。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即派驻工作组，设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

责组织协调永安镇及区直部门推进工作。指挥部定期向区委、区

政府报告陶瓷企业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并具体领导派驻工作组

开展工作。

建立市领导挂点联系制度，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部分分

管领导分别挂点联系企业。制定工作实施方案，落实“一企一策、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一名市、区领导包干负责一家企业”

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部署，做到“退出转型要坚决、改造

升级要按时”，制定辖区陶瓷企业退出转型改造升级工作时间表，

引导和鼓励企业转型转产或退出，采取有力措施，压实工作责任，

确保工作顺利有序稳妥进行，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

（十八）加强执法监管。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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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地标准，加强执法检查力度，严格监督管理，明确职责，形

成合力。对不符合要求的陶瓷企业依法责令停业整改，对拒不整

改或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企业依法从严查处和依法予以关闭。

（十九）加强督促检查。区政府督查室配合工作领导小组，

对全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对工作落实不到位、进度缓

慢的部门及时进行提醒督促，对工作弄虚作假，消极怠工的，要

及时通报区纪委监委。各相关部门及永安镇政府要做好陶瓷企业

台账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加强陶瓷企业运行监测，及时掌握陶

瓷企业生产经营动态信息，将陶瓷企业每月能耗、产品生产量以

及退出转型、搬迁、改造升级工作进展等情况于每月 5日前报区

陶瓷企业综合整治指挥部。

（二十）严格追责机制。区纪委监委要落实追责机制，对工

作不力、瞒报、谎报陶瓷企业退出转型和整治提升清单及进展情

况的，要严肃追究该地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未能按期完成退

出转型和改造升级工作任务的，要对相关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并严格追究负责领导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二十一）加强宣传与舆论引导。永安镇政府及区有关部门

要切实加强陶瓷企业退出转型改造升级工作的组织宣传，营造良

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提高群众的知晓率、支持度，减少因开展陶

瓷企业整治退出工作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相关单位要妥善处

置突发事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预防和妥善处置因开展陶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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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治退出工作引发的串联上访事件。确保工作快速稳妥推进，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附件：1．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工作挂点联系表

2．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全流程监管责任分工表

3．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每日环境监测情况表

4．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瓷土、产品进出每日情况监测表

5．肇庆市鼎湖区瓷土加工场、堆放场每日情况监测

6．肇庆市鼎湖区瓷土矿山每日开采情况监测表

7．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退出转型升级工作情况表



- 13 -

附件 1

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工作挂点联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生产线

条数

县（市、区）

挂点领导

市直相关部门

挂点领导

市四套班子

挂点领导

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挂片
备注

1 广东中宏创展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5 陈 群 袁海平 张广宁

范中杰

2 肇庆市郭氏名嘉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7 杨 坤 唐冬冬 李 奔

3 肇庆市领航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4 杨 坤 周 燕 陈宣群

4 广东嘉联陶瓷企业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6 陈宇航 单洪辉 陈宣群

5 肇庆市嘉宾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5 陈伟庆 程海滨 唐小兵

6 肇庆市伟达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7 陈伟庆 吴冠儒 唐小兵

7 肇庆市金碧嘉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4 陈 群 关 键 陈家添

8 肇庆市和谐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2 杨 坤 黄 勇 董信奇

9 广东协进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4 刘运通 陈卓立 董信奇

10 肇庆市宜美佳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2 陈伟庆 已关停退出

11 肇庆市国美陶瓷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贝水陶瓷工业园 3 陈 群 已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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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全流程监管责任分工表

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落实“一企一策、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一名区领导包干负责一家企

业”制度，辖区每家陶瓷企业都要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建立工

作管理台账，实时掌握陶瓷企业生产经营动态，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到

2020年1月底前将保留的3家陶瓷优质企业完成煤改气改造升级和到2020

年底前落实其余的陶瓷企业全面退出、搬迁或就地转产工作。鼓励支持退

出的陶瓷企业统一利用现有工业用地进行整体统一规划、统一开发“三旧”

改造或建设通用厂房，统一招商，发展新型产业园区。

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 永安镇政府

2

积极引导企业调整提升，鼓励企业自行按政府规划实施“三旧”改造。引

导陶瓷企业就地转产，鼓励各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原有土地、厂房

等资源，引入合作伙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符合我市主导产业方向的产

业（如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政府在土地转变功能、税费等方面

给予支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对符合条件的转产企业制定和落实“三旧”

改造、税费政策、产业发展资金、融资等扶持政策。

市自然资源局鼎湖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区招商局、区金

融工作局、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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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3 支持技术改造

支持和指导陶瓷企业生产线使用天然气等综合技术改造，项目改造完工

后，按照技术改造有关政策给予支持。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

大力推动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升级改造，推动生产装备数字化，鼓励

企业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设备；重点实施高耗能设备系统

节能改造，深入推进生产流程工业系统节能改造，加快推广原料优化、能

源梯级利用、可循环、流程再造等系统优化工艺技术。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4 保障气源供应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指导供气企业积极做好陶瓷企业气源稳定供应工作。

将天然气管道设施（场站）、应急储气设施、调峰储备站项目布局纳入当

地能源及相关行业规划，多渠道增加天然气资源供应，加强天然气储备应

急能力，确保供气数量、质量稳定，严格控制天然气用气价格。

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5

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鼓

励天然气“自建自用”试

点工作推进机制

加快天然气管道、气站工程建设，以管道供应为主、气站供应为辅，管站

结合，鼓励气源供应市场竞争，鼓励陶瓷企业与供气企业合作依法建设 LNG

供气设施。抓好征地拆迁工作，引导配合天然气供应企业尽快完成供气站

及管网建设。抓好征地拆迁工作，引导配合天然气供应企业尽快完成供气

站及管网建设；探索打破区域内管道天然气垄断经营的局面，推动大型重

点企业开展有条件的“自建自用”试点。鼓励用气量大的特大型企业在确

保安全设备齐全、安全人员到位、依法依规开展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

依法依规审批的前提下，采取“自建自用”模式，自主选择不同供气企业，

满足本企业生产用气需要，形成供气、用气多元化格局。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市自然资源局鼎湖

分局

区发展和改革局、区

应急管理局、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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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6 落实资金补助

统筹使用省市财政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等相关专项资金，对“煤改气”和主

动退出的陶瓷企业按照现有省、市、县财政扶持政策给予相关补助，鼓励

和引导陶瓷企业加快主动退出。（具体申报细则由市环境局另行制定）

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

局、区财政局

7 鼓励企业异地搬迁

制定陶瓷企业搬迁优惠政策，支持陶瓷企业到市外原材料丰富、能源充足、

市场广阔的地区去发展，要充分利用政府招商引资的平台资源，帮助陶瓷

企业牵线搭桥，加快陶瓷企业异地搬迁。

区招商局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 完善企业职工安置政策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关停企业员工分流、安置、再就业的相关政策，

督促指导企业妥善安置企业员工，保障员工队伍稳定。积极配合做好企业

员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与接续工作。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员工，享受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再培训的有关扶持政策。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区信访局、区财政

局、永安镇政府

9 实施陶瓷企业台账式管理
依托肇庆市工业经济分析与企业服务大数据平台，建立陶瓷企业监管模

块，通过信息化平台设立陶瓷企业台账资料管理分析通报制度。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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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0 加强陶瓷企业污染治理

严格管控企业污染物排放，实行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双达标控制制度；强

化厂区扬尘治理，督促企业完成厂区扬尘无组织排放治理；实行排污设施

自动实时监控，在2019 年 10 月底前实施陶瓷企业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运营、监管；强化社会监督，督促企业在门口显著位置设立电子显示板，

并依法在信息化平台向社会公布包含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排

量、烟流速、氧含量、炉内温度、月燃煤量、月煤焦油产生量等9项指标；

指导监管已“煤改气”和退出的陶瓷企业做好危废处置等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鼎湖分局

11
加强土地执法检查与严格

瓷土矿源头管控

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摸排，登记造册。开展大清查行动，坚决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原则上全市范围内不再批准新设非金属矿采矿权出

让计划，不再批准瓷土矿扩大矿区范围，坚决依法依规处理无证照开采、

采矿许可证到期和不符合林业用地要求等的违法违规矿山。严格控制瓷土

矿开采量，坚决对无证照和无合法用地手续的瓷土加工企业（场）依法查

处。

市自然资源局鼎湖分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鼎湖

分局、区农业农村局

12
依法依规严格整治违法超

限超载行为

建立交通运输、公安、海事部门执法机构联勤联动机制，交通运输、公安

部门负责对企业运输车辆超载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海事部门负责管控水运

超载行为，强化对水陆运输装卸的监管执法；做好陶瓷企业车辆扬尘治理

工作，加强监管运输车辆货物扬撒违法行为；依法设置治超检查点，对超

限超载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依规查处。

区交通运输局、市交警

支队第二大队

市生态环境局鼎湖

分局、市自然资源局

鼎湖分局、鼎湖海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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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3 严格管控企业煤炭消耗

实施企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统一对燃煤消耗大户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建

立用煤企业月度用煤量监测制度，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工作。从

2020 年 2月开始，鼎湖保留的3家企业、高要、四会、广宁、德庆陶瓷企

业生产线使用天然气，各地相应削减煤炭消费总量指标。

区发展和改革局、市生

态环境局鼎湖分局

14 实施全覆盖节能监察

开展陶瓷企业专项节能监察，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全部陶瓷企业专项监

察。对不符合《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2-2013）

执行标准的陶瓷企业，提请省发改委实施惩罚性电价。对不符合能耗限额

标准的陶瓷企业，各部门按省、市相关要求严格审核陶瓷企业申请直购电

优惠政策。

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东电网公司肇庆

鼎湖供电局

15 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组织开展生产企业制取、储存和使用煤气的安全生产检查，依法整治安全

隐患，遏制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强化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制度、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机制建设，提高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依法严厉打击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行为。

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

局鼎湖分局

16 加强税务监管
加强对税收征管稽查工作，监督企业依法纳税，严查偷税漏税的违法经营

行为，对偷逃税收的企业及纳税人按规定依法依规处理。
区税务局

17 加强社会保险金征管

加强对企业社会保险金征管工作，监督企业依法缴交社会保险金，严查少

缴逃缴社会保险金等违法行为，对少缴逃缴社会保险金的企业按规定依法

依规处罚，确保企业所有员工全额参保。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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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每日环境监测情况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市、区）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排放指标

监测日期

颗粒物

（20mg/m³）

二氧化硫

（30mg/m³）

氮氧化物

（100mg/m³）
烟排量 烟流速 氧含量 炉内温度 日燃煤量

日煤焦油

产生量

指标异常

情况说明
处理情况 监测人签名

填表说明：此表由企业每天自行填报，当天将情况报送属地县（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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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瓷土、产品进出每日情况监测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瓷土进厂量 产品出厂量

异常情况说明 监测人签名 备注
车辆数

（辆）

载重量

（吨）

车辆数

（辆）

载重量

（平方米）

填表说明：此表由企业每天自行填报，当天将情况报送属地县（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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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肇庆市鼎湖区瓷土加工场、堆放场每日情况监测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瓷土进场量 瓷土出场量

销售去向 异常情况说明 监测人签名 备注

车辆数 载重量 车辆数 载重量

填表说明：此表由企业每天自行填报，当天将情况报送属地县（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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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肇庆市鼎湖区瓷土矿山每日开采情况监测表

企业名称： 所属县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开采量（吨）
运出量

销售去向 异常情况说明 监测人签名 备注

车辆数 载重量

填表说明：此表由企业每天自行填报，当天将情况报送属地县（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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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肇庆市鼎湖区陶瓷企业退出转型升级工作情况表（ 月）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县

(市、区)

按照“一企

一策”制

度，是否制

定企业退

出搬迁或

改造升级

工作方案

计划退

出搬迁

或改造

升级完

成时间

简述退出

搬迁或改

造升级工

作进展情

况

是否完成

退出搬迁

或改造升

级工作

用煤量（吨）
用电量

（千瓦时）

用气量

（立方米）

产量

（万平方米）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缴税

（万元）

备注

当月 年累计 当月 年累计 当月 年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年累计 当月 年累计

填表说明：此表由各县（市、区）政府填报，每月5日前将上月情况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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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办公室，区

政协办公室，区纪委监委办公室，区委编办，区委法治办，区

人民武装部，区法院，区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