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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五局郑州金融岛外环项目指挥长 杨磊

作为郑东新区“如意”城市形态的点睛之

笔，郑州金融岛“国际范儿”十足，被大家形象

地称为河南“陆家嘴”。

今年年初，金融岛正式“开门迎客”。走进这

座四面临水的小岛，大家不免要问，“水盆子”里建

高楼，咋确保安全？这也是我们最在意的问题，只

有在安全上“万无一失”，才能避免“一失万无”。

细数项目建设历程，超大深基坑、超复杂

地下施工，是安全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项目

团队全面构建起“人防+技防”的施工监管体

系，不断拧紧项目建设“安全阀”。

科技赋能，安全管理插上信息化翅膀。建

立基坑三维模型，对“盆式”和“岛式”开挖方案

进行深度模拟，建立建筑、结构、机电等样板族

库，实现工程可视化，有效破解深基坑土方开

挖、内支撑拆除等安全施工难题。同时，利用

BIM5D 平台进行施工全过程管理，极大提高了

施工安全性和效率。

值守巡查，绷紧施工“安全弦”。项目部领导

轮流在现场值守，安全员的巡检更是不分春夏秋

冬、白天黑夜；在内支撑拆除的关键阶段，项目经

理全程带班生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第一

时间解决，决不能因为赶工期忽视生产安全。

以安全为基，用匠心打造。项目自开工以

来，连续三年被评为“郑州市平安工地”；完成

了在安全生产标准化领域从市级到国家级的

荣誉大满贯；突破性获得 ISA 国际安全奖。金

融岛项目成为我们在郑州的展示窗口。

有了这次经验，我们更加清楚，把安全生

产的堤坝筑牢守好，方能更好推动企业发展行

稳致远。③9 （本报记者 郭北晨 整理）

□本报记者 郭北晨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作
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的河南，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使命担当。

组织最大规模防汛演练、全覆盖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织密织牢基层消防安全“防护
网”……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

近年来，我省事故总量、较大事故起数、重
特大事故起数实现“三个持续下降”，安全稳定
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闻“汛”而动 时刻守护河湖安澜

走进卫辉市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
轻点鼠标，河堤、水位尺、泄洪道、各处泵站等
情况立即清晰呈现在大家面前。

“卫辉整合全市视频资源，实现防汛应急
工作依屏查看、依屏指挥调度，切实提升了应
急指挥精准性。”卫辉市应急指挥调度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指挥中心还配备了多路传输线
路、应急发电车等设备，保证紧急情况下指挥
不受干扰。

今年汛期，河南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防汛
工作，在实践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底
线思维做好万全准备。

——省防指修订完善“1+13”总体和专项
防汛预案体系，首次将暴雨预警报告作为应急
响应启动条件，解决预案启动滞后问题。

——全省提前明确各级防汛责任人11314
名，形成齐抓共管防汛体系，按照“汛期不过、
排查不止”要求，全面消除安全度汛隐患。

——举行最大规模防汛应急演练，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坐镇省防汛应急指挥中心调
度指挥，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磨合防汛应
急指挥机制，锻炼各级抢险救援队伍。

入汛以来，河南发生十余次明显降水过

程。省防指组织防汛会商研判50多次，先后启
动 6次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次三级应急响应。
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汛应急“123”“321”工作
要求，突出抓好应急避险和应急抢险两个关键
环节，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
态度，构筑起防汛抗洪的铜墙铁壁。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汛期平
稳安全度过，河南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群死群伤
事故的“金标准”。

“摸底”检查 安全就是企业效益

9月 12日，省安委会第十一综合检查组来
到漯河市召陵区，先后走进河南永光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顺丰速运转运中心、河南旺运达物
流有限公司，采取“听、看、查、问”等方式，详细
了解检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风险辨识、安全
隐患排查、应急预案制定等情况。

连日来，省安委会以“万无一失”的坚决态
度和“一失万无”的高度警醒，聚焦煤矿和非煤
矿山、危化品、燃气、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
防、自建房等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狠抓
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我省 50条细化措
施贯彻落实，持续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向
纵深推进。

18个综合检查组已在全省开展 5轮检查，
共检查县（市、区）177个、部门 249家，发现问
题 686 处；检查企业 456 家，发现问题隐患
1837处，提出意见建议1121条。

监管严格但并不缺少“温情”。入厂安全须
知咋设置？安全隐患咋排查？焦作组建由多个
专业领域的 130名专家组成的服务团队，免费
向基层一线提供“一对一”“面对面”的安全顾问
服务，为安全生产工作“传经送宝”“把脉会诊”。

“安全顾问‘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不走
过场、全方位帮助我们提升自查自纠能力。”河
南省南张杆塔制造公司总经理蔡芳说，这样的
学习让人受益匪浅，让企业掌握了安全管理的

“真经”。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全省各地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安全，突出监管
服务并重，既治标又治本，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防”胜于救 家门口有了消防队

“咱可不能在店里既生产经营又居住生
活，这楼上还装了防盗网，万一楼下着火往哪
儿跑？”时任周口市淮阳区郑集乡消防安全服
务中心主任的刘文清向小卖部店主说。

自 2021年年底郑集乡消防安全服务中心
挂牌成立后，刘文清等人走遍22个行政村查火
患讲安全，对所有沿街门店和“九小场所”消防
安全管理情况建立“一户一档”，对不同场所火
灾风险等级实施“红黄绿”三色管理制度。

郑集乡的生动实践，是河南2453个乡镇街
道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开展消防工作的一个缩
影。

去年，河南省所有乡镇街道全部挂牌成立
了消防安全服务中心，承担起辖区防火巡查、消
防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参与督促火灾隐患整
改；今年，城市消防站保护范围外的乡镇街道将
全部建成乡镇专职消防救援队，同时承担辖区
防灭火工作，基层消防力量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不到一年时间，夯基筑底的河南省就尝到
了改革创新的“甜头”：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
农村集镇地区亡人火灾起数同比下降 39.3%，
亡人数同比下降62.5%；年底前，全省乡镇街道
将基本形成15分钟灭火救援圈。

9月 21日，在全国基层消防力量建设视频
会上，河南省由于部署推进“一队一中心”建设
成效显著作了典型发言，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

立发展之潮头，铸平安之根基。河南将始
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事不过夜的工
作状态，把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时刻放在心上、
牢牢扛在肩上、紧紧抓在手上，全力守住安全
稳定底线，以一域之稳定为全国大局之稳定尽
责任、作贡献。③9

“安全”为基增添发展信心

□河南省应急管理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司恭

世间万物，生命最宝贵；百业兴旺，安全最

重要。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

前，做到防患于未然，才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最大的负责。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安全生产

摆在重要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全省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全

省安全生产基础还不稳固，仍然存在不少风险

隐患。编织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远没有到

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一方面，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

限思维，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仗，聚焦煤矿和

非煤矿山、危化品、燃气、道路交通、建筑施工、

消防、自建房等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狠

抓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我省 50 条细化

措施贯彻落实，查风险、堵漏洞，全面加强安全

生产执法监管。

另一方面，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手段，精准预警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监

管的靶向性和精准度，构建“人物技”三位一体

风险防控体系，最大限度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生

产各个领域，持续降低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

类重特大事故发生。

最大的安全隐患在于发现不了隐患。正如

电视专题片《生命重于泰山》所说：“安全生产领

域的这些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风险缺

乏辨识和认知，甚至麻木。”因此，筑牢安全防线，

还要不断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切实解决从业人员

“本领恐慌”问题，让相关责任人知责担责、敢为

善为；推动安全理念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校园，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安 全 问 题 无 小 事 ，日 常 做 不 到“ 万 无 一

失”，关键时刻便会“一失万无”。必须以如履

薄冰的高度警觉，见微知著、抓早抓小，常态

化、全民化防控应对各类风险隐患，方能保持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③9

（本报记者 郭北晨 整理）

安全生产重在防患于未然

□洛阳市孟津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政治
教导员 郅守毅

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放在突发火灾事

故现场亦然。

今年 9 月初，一辆水泥罐车在辖区内发生

侧翻，驾驶室车门严重变形，司机被卡住无法动

弹，生命危在旦夕。13 时 52 分接警，我们立即

调派距离最近的平乐镇专职消防救援队前往救

援。仅 5 分钟后，消防员携带专业破拆工具赶

到现场，迅速将司机救出并移交给医护人员。

危急时刻，我们早到一秒，遇险群众就多一

分生的希望。但在以前，乡镇没有专职救援力

量，从大队出警，到现场时间要多一两倍。因

此，提升基层消防救援能力，打通消防安全“最

后一公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去年年底，孟津启动“一队一中心”建设，仅用

20天，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就实现了乡镇街道全覆

盖。如今，7个应建乡镇专职消防救援队全部投勤，

并纳入到区消防指挥中心调度体系。用“近水”解

了“近渴”，辖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

迈出“从无到有”的第一步，还要发挥“一队

一中心”的最大效益。培养消防“明白人”，通过

严格科学的管理教育和训练，提高从业人员的

业务水平和应对处置火灾事故能力；当好基层

“守夜人”，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和宣传，充分发

挥基层消防网格力量“桥头堡”作用。

“小火”灭在基层，不仅能避免酿成更大惨

剧，也让我们有更多精力，可以聚焦到重点行

业领域消防安全保障上来。消防安全“防护

网”越织越密，实践为证，这是一招破题的“良

计”。③9 （本报记者 郭北晨 整理）

“近水”解了“近渴”

匠心建造河南“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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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实战练兵促进救援能力提升。⑨6 罗执平 摄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南阳工务段桥隧职工，
在对宁西铁路线的桥梁托架
做“微创修复手术”，保障列车
运行安全。⑨6

河南开展应对特大洪涝灾害应急演练。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