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举报奖励
电话 12350，最高奖 30 万元

省安监局 省财政厅印发

《河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近日，省安监局、省财政厅印

发了 《河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
励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安监局、财政
局，雄安新区安监局、改革发展局
认真贯彻落实。

《河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
办法》 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 一 条 为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省
委、省政府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举报
生产安全事故、非法违法行为和事
故隐患，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
隐患，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
打击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促进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原
国家安监总局、财政部 《安全生产
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河北省安全生
产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北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受理的本省行政区域内各
行业领域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
隐患举报。

鼓励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煤
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金属冶炼、液氨制冷、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消防、水上交
通、农业机械、特种设备、油气管
道、民爆物品、城市轨道交通、城
镇燃气、粉尘涉爆、旅游、气代
煤、电代煤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举
报 ， 并 按 照 本 办 法 的 规 定 予 以
奖励。

第三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
人 （以下简称举报人），有权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举报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
隐患。

第四条 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
部门开展举报奖励工作，应当遵循

“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和“谁受理、谁奖励”
的原则。

给予举报人的奖金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安排，
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章 安全生产举报范
围的判定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生产安全
事故瞒报行为，是指已发生的事
故，超过规定时限未向属地政府及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
告，经举报查证属实的。

本办法所指生产安全事故谎报
行为，是指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初步原因、性
质、伤亡人数和涉险人数、直接经
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经举报查证属
实的。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安全生产
非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未依法取得安全监管部门和
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的行政许
可，擅自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行为，或者行政许可已经失效，继
续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
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 无证无照、证照不全或者
证照过期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二） 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
合格，擅自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
动的；

（三） 停产停业整顿、整合技改
等未经验收合格，擅自组织生产经
营建设活动的；

（四） 关闭取缔后擅自从事生产
经营建设活动的或者违反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

第七条 本办法所指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及其
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建设
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 未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者特种作
业人员未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书而上岗作业，或者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
法考核合格的；与从业人员订立
劳动合同时，恶意规避其对从业
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
承担责任的。

（二） 将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
设备） 发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 （个
人），或者未与承包 （承租） 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
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
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
承包 （承租） 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
统一协调、管理的。

（三） 未按规定对危险物品进行
管理或者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
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四）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
明的。

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重大事故
隐患，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经核查认
定，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
较大危害，如不及时排除或整改，
可能造成1人以上遇难、3人以上重
伤 （急性工业中毒）、100 万元以上
直接经济损失的隐患。

有关行业领域对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举报办理程序

第九条 举报人应实名举报，
并享有个人信息保密的权利。鼓励

生产经营建设一线的从业人员积极
举报身边的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
事故隐患。举报人可以通过安全生
产举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电
子 邮 箱 （hbajsgjb@163.com)、 信
函、走访等方式进行举报。

采取其他方式举报的，参照以
上规定。

第十条 举报内容应准确详细
描述有关情况，有关照片、视频、
音频等资料应包含清晰可辨的安全
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或者重大事故
隐患。

第十一条 安全监管部门受理
举报后，应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受理
信息，并提供查询等相关信息服
务，方便举报人了解举报核查进展
情况。

属于安全监管部门核查的举报
事项，由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组织核
查；属于举报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部门的事项，各级安全
监管部门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核
查 ， 受 理 部 门 应 按 时 反 馈 核 查
结果。

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同级安
全监管部门开展举报核查工作,核查
工作一般应于 60 日内完成,核查结
果5日内报安全监管部门。

安全监管部门及时对结果进行
审核，审核结束后，应于 10 日内回
复举报人;不能按规定回复的，应做
好相关解释工作。情况紧急的，应
及时核查回复。

第四章 举报奖励标准

第十二条 对核查属实的举报
事项，属于有关部门执法监管没有
发现，或者虽已发现但尚未按有关
规定依法处理的，应当给予举报人
一定金额的奖励。

依 法 承 担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 监
管、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近亲属

或 其 授 意 他 人 的 举 报 不 在 奖 励
之列。

第十三条 举报瞒报谎报生产
安全事故、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重大事故隐患，经核查属实
的，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一） 举报瞒报谎报生产安全
事故的，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
和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
予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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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奖励不超过 30
万元。

（二） 举报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
为的，给予举报人2万元奖励。

（三） 举报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
为的，给予举报人1万元奖励。

（四） 举报重大事故隐患的，
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 15%
计算，最低奖励 3000 元，最高不
超过 30 万元。行政处罚依据 《安
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标准》 等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执行。

第十四条 对符合奖励条件的
举报人，安全监管部门应及时通知
其领取奖金。

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应当
在 60 日内凭本人有效证件到安全监
管部门领取奖金；无法通知举报人
的，受理举报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的部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
布。逾期未领取奖金的，视为放弃
领奖权利；能够说明理由的，可以
适当延长领取时间。

第十五条 奖金的具体数额由
负责核查处理举报事项的负有安全
监管职责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
定，并报上一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的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

事项的，经核查，给予第一个做出
有效举报的实名举报人一次性奖励。

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
实名举报人集体共同持本人有效证
件领取奖金，或者由第一署名人持
本人有效证件及其他联名举报人的
有效委托文书和有效证件领取奖金。

第五章 举报人办理人义
务责任

第十七条 举报人应对其举报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
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否
则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举报人不得采取违法行为或者
危险方式收集有关证据。举报人违
法收集证据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举报人在违法收集证据过
程中危及人身安全、造成人身伤害
或者其他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第十八条 参与举报受理、核
查、办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
遵守有关保密纪律，依法保护举报
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
违者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第六章 舆论宣传

第 十 九 条 新 闻 、 出 版 、 广
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
监督的权利。

第二十条 充分利用报刊、电
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对安全生产
举报奖励政策的宣传，激发和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安全生产举报的
积极性，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等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对举报查实的瞒
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的调
查、整改、处罚等，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安全
监管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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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495万元公益金
助学子圆大学梦

关注诚信建设

讨了“好评”失了诚信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日前，石家庄市启动第

17 届“福彩献真情 爱心助学子”活动。今年该市
计划投入公益金 495 万元（其中石家庄市民政局投
入福彩公益金 350 万元，省福彩中心下拨福彩公益
金 145 万元）资助全市部分因家境贫困而无力支付
学费的优秀高考学生，使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大学
深造。

据了解，今年石家庄市福彩助学活动的资助对
象是：2018 年参加高考，分数达到教育部公布的专
科录取分数线以上并被录取的低保家庭和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包括艺术类、体育类考生以及不
收学费的军队院校考生和师范院校的师范类考
生）。目前报名活动正在持续进行中，已经有 20 余
位参加今年高考的寒门学子递交了有关申请材料。
报名时间截至7月25日。

本报讯（记者高珊）夏季来临，驾驶人易出现
疲劳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给行车安全带来
极大隐患。近日，河北高速交警总队对 2018 年上
半年全省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情况进行了分析研
判，梳理出 18 处容易产生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的路段。

据介绍，这 18 处路段为：京哈高速 149 至 173
公里唐山北至榛子镇段，大广高速 1490 至 1513
公 里 饶 阳 段 ，京 藏 高 速 97 至 103 公 里 和 121 至
124 公里沙城段，大广高速 1542 至 1570 公里衡水
段，京哈高速 142 至 145 公里与长深互通段，黄石
高速 274 至 285 公里藁城段，青银高速 575 至 580
公里赵县段，京哈高速 237 至 238 公里抚宁段，张
石高速 222 至 226 公里易县段，京港澳高速 282 至
287 公里栾城东收费站附近，京港澳高速 113 至
121 公里徐水段，京港澳高速 338 至 341 公里柏乡
段，京台高速 34 至 42 公里永清段，京沪高速 230
至 235 公里南皮段，京台高速 202 至 207 公里沧
县段，黄石高速 145 至 153 公里献县段，保沧高速
81 至 110 公里河间段，青兰高速 608 至 624 公里
邯郸东段。

“这些路段均位于较大站口或市区之间的中段
部位，所处位置远离主线站和中途较大站口，驾驶人
易产生疲乏困倦。”河北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从事故发生时段来看，0至4时、4至8时和12至
16时事故发生最多，分别占事故总数的23%、22%、
19%；从事故形态来看，车辆运动中追尾事故占总数
的 76%，碰撞停车事故占总数的 9%，单方撞护栏事
故占总数的8%。

高速交警公布18处
易疲劳驾驶事故多发路段

□记者 薛惠娟

“别忘了给好评哦，亲！”“给点个好评，谢谢亲！”“帮忙打
五星评价晒图，发 3 元红包，追评再送红包！”⋯⋯博“好评”，
赢“信誉”，如今在各大电商平台，网购、就餐的消费者经常会
接到商家这样的请求，很多人图省事或为了蝇头小利，随手点
了好评。

殊不知，这样的“好评”给其他消费者带来了误导。“买家好

评那么多，为什么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好？”不少消费者在网购或
就餐后十分不解。

买家给商家“好评”“差评”是网络购物平台为消费者设置的
信誉评价机制，消费者可根据商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好坏给予
评价。不是基于好的产品和服务作出的好评，难免误导消费者，
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月 28 日，网友小莉收到了网购的手机
壳。“手机壳很漂亮，让手机看起来更好看了。”
小莉不仅认真地作了评价，还给了商家好评。

“买家的评价往往是我网购的重要参考。
这次没有让我失望。”小莉坦言，网购也有失手
的时候。有的买家好评很多，但到手后却与大
家的评价相去甚远。这么多的“好评”是怎么得
来的？

“五成以上的受访者会根据产品质量决定
是否给好评，九成的受访者遇到过商家通过送
礼物、返现等方式买好评的现象。”一项问卷调
查显示，遇到商家买好评的行为，近二成的受
访者会为获得礼物、返现等给予好评，近七成

的受访者认为商家买好评行为会影响消费者
对商品作出真实评价。

“卖家多次发信息给我要求给好评，并承
诺返现。”石家庄市民张女士刚刚网购了一辆
玩具车，没有给商家好评。“如果质量好，我肯
定会给好评。但这次玩具车质量有问题，我拒
绝了商家的要求。”

如实评价给差评，也会带来麻烦。石家庄
市民赵女士在一家网店网购一盒点心，收货后
发现口感与店家的介绍相去甚远，就打了个差
评。没想到随后这家店主每天都打来电话说自
己多不容易，希望她取消差评。赵女士不堪其
扰，只好将差评取消。

此后，赵女士终于耳根清净了，却憋了一
肚子气。“网店的评价原本就应该是买家的真
实感受，也能给其他买家一个借鉴。店家靠这
种方式让买家取消差评，让人心里特别不舒
服。”她希望商家靠真材实料来打动消费者，别
用“歪门邪道”博好评。

餐饮外卖的星级直接影响着订单和销量。
如今，消费者发现，不仅外卖商家要“好评”，外
卖小哥也在刷“好评”。

“外卖还没送到，订单显示已经送到了。”
7 月2日中午，在某订餐平台上买了炸鸡的网友

“小静山大王”十分纳闷。送餐员解释说，因为中
午订餐多送不过来，为了不影响业绩，不被消费
者投诉，他们便自行点了收货。虽然知道送餐员
的行为不对，但“小静山大王”对他们的工作给
予理解，大热天的也不容易，便给了好评。

“自那次购物经历后，对高分好评的商品，
我不会轻易相信了。购物时会货比三家，反复
斟酌以后再买。”前不久，家住廊坊市的康女士
经历了一次不愉快的网购，“买家对这家店铺
的评价很高，看着这些好评，我就买了一台加
湿器。”

买回来的加湿器噪声很大，但她懒得来回
折腾，也没有要求退换货。如今，这台加湿器成
了家里的摆设。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网购调查结果显
示，40.6%的受访者进行网购时会将“网上评
论”作为首要参考因素。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网
上评论有较高可信度，约四成消费者持保留意
见，还有 7%的消费者认为不可信。“店铺的评
价与商品的质量差距太大，让我对商家的信誉
产生了怀疑。”康女士坦言，今后再也不会光顾

这个商家。
电商平台失去的信任如何赢回来？省社科

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樊雅丽认为，人无信
不立，业无信不兴。赢回消费者的信任，需要商
家和消费者共同努力，营造和谐、安全、放心的
网络消费环境。

“有的网络卖家为获取买家的好评信息，
蛊惑买家先行拍下产品并给予星级评论后，可
返还全额或数额不等的费用，营造不实服务等
级的假象，进而达到诱导其他不特定潜在消费
群体的购买行为而获取利益。”省消费者协会
提醒，消费者不要贪图小利，要秉承诚信务实
的态度，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并记录所购商
品的信息，向潜在消费群体进行消费预警，避
免落入卖家的消费陷阱或成为卖家“刷信”的
工具，甚至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

为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规范网络交易行为，去年 8 月，省发改委、
省网信办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
务领域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完善
网络交易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电子交易双方信
用互评、信用积分、交易后评价或追加评价制
度，将交易双方评价和服务承诺履约情况记入
信用档案，并将评价结果和积分充分公开，防
范虚假营销、偷工减料、过度包装、恶意刷单等
不良行为。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恶意刷单的
严重失信商家，电商平台要向社会公示。

“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生命。”樊雅丽认
为，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诚信经营就更为重要。
有关部门应建立更严格的行业管理标准，督促
电商平台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商家要强化责
任意识，自觉规范市场经营和竞争行为，提高
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提高守法诚信水平，促
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人无信不立，业

无信不兴，国无信不

强。诚信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为在

全社会营造“有信者

荣、失信者耻、无信者

忧”的良好氛围，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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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专栏，从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现象入手，介绍诚信

践行者的典型做法，

剖析失信行为产生的

原因危害，引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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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诚信书写新时

代美好篇章。

开栏的话

买家评价是网络购物、外卖平台为消费者设置的信誉评价机制，但一些
商家通过送礼物、返现等方式买好评——

失去的信任怎么赢回来

如潮的“好评”怎么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