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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动态

基层连线

本报讯 1月 6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副省长张维宁在河
南分会场出席了会议。

会议指出，2014 年各地区、各部门和各
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事故总
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大部分地区和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但
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事故总量仍
然较大，特别是近期连续发生多起重大事
故和群众踩踏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
训十分惨痛。要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切实做
好当前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迅速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进一
步强化春运组织、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
全管理，彻底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应急准
备，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以赴抓好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2015 年要进一步强化红线

意识，完善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深入宣传
贯彻新《安全生产法》，加强安全生产法制
建设，强化基层监督执法力量，严肃事故查
处和责任追究。要继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专项整治，抓好煤矿治本攻坚和整顿
关闭，打好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攻坚
战。要夯实安全基础，继续开展企业标准
化建设，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科技和资
金保障能力。要继续深化安全生产改革创
新，健全完善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创新监管
方式方法，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高政府管
理服务水平。

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后，我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总结 2014年安全生产工作，并对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张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去年我省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实现

“双下降”，共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伤亡事
故(不含火灾事故)1895起，死亡 880人，同比
减少 78 起、49 人，分别下降 3.95%和 5.27%，
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纳入安全生产统计
范围的 10个行业领域中，6个行业领域伤亡
事故总量同比下降。但不容忽视的是，我
省部分地区和煤矿行业、建筑施工、油气输
送管道、铁路交通等部分领域安全生产形
势依然严峻。

就春节和全国、全省“两会”期间安全
生产工作，张维宁强调，要认清形势，进一
步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要强化措施，深入开展冬季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要落实防控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通过切实有效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 （王少岩）

本报讯 近日，南召县安监局联
合县交通运输局提前对全县客运车
站春运安全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督查了宛运集
团公司南召汽车站和云阳汽车站，
查看了两个车站的春运工作方案、
GPS运行调度状况，对云阳汽车站
部分车辆运营情况进行了抽检，并
对春运期间行车安全提出了如下
要求：要求企业落实安全管理措
施；要求冰冻天气下车辆的防滑措
施必须到位；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
求加大危化物品宣传及查处力度；
要求有效预警，严防自然灾害引发
的安全生产事故。 （韩毓霈）

本报讯 1月 8日，栾川县安全
监管局召开 2014年度述职述廉及
工作总结会。会上要求全局上下要
通力协作，做好各项隐患排查工作，
严格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
会议精神，制订详细的检查方案。

会议强调，要强化领导责任，
形成齐抓共管格局，通过安委会
成员的重新调整，逐步建立“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要健全完善工
作机制，履行安委会办公室职能；
要突出重点领域整治，抓关键部
位安全监管；要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重心下移，做好新《安全生产
法》及省、市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宣
贯工作；要扎实有效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学教活
动与搞好工作两不误，圆满完成
全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规定的各阶段的任务。

会上各分管副局长、各股室、
各中队分别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
行全面总结发言，并对2015年工作
谋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赵永伟王琳）

本报讯 寒冬来临，为避免
取暖造成事故发生，近期，郑州
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强
化措施，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安
全用电。

该办事处成立了冬季消防
安全大检查大整治领导小组，
建立由领导负责的消防安全组
织，对冬季取暖用电安全进行
专项部署；同时，还通过制作宣
传横幅和宣传栏等多种宣传途
径，向辖区群众讲解冬天安全
用电常识、取暖设备的正确使
用方法以及出现故障时的正确
处理步骤等，让冬季安全用电
的常识深入每一个人的心中。
截至目前，该办事处共发现安
全隐患 123 处，现场整改 107处，
下发整改通知书 369份。

（董蓓蓓）

本报讯 近日，气温骤降，为
使辖区空巢老人及弱势群体平
安过冬，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办
事处三棉西社区安全员对辖区
空巢孤寡、残疾等重点家庭进行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其安全
过冬。

棉纺路办事处三棉西社区
是郑州市一个老旧小区，居住有
一大批离退休老人。在此次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中，社区安全员
逐一走进每户老人家中，仔细查
看了老人家中冬季取暖设备和
用电线路，叮嘱老人注意冬季用
电、用气及取暖安全，并告诉周
边邻居多多关注这些特殊家庭
的生活。

据统计，此次共对 104 户孤
寡空巢特殊家庭进行了排查。
对发现的隐患，社区安全员当即
进行了整改，有效保障了这些特
殊家庭平安放心生活。

（康新省 王晓莉）

本报讯 当前，面对日益严峻的煤炭经
济形势，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紧紧围绕降低设
备运行成本，多措并举，在不影响设备运转
的情况下，有效降低吨煤成本。

提高设备检修质量。对备用设备要定
期保养，对正常使用设备要包机到人，对每
次检修部位、检修人员、检修时间、更换部件
等要做到详细记录；班前、班中要对设备进
行巡检，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严禁设备带
病运行。

提高设备部件回收、修复使用率。更换
下来的设备部件要及时进行检修、修复，严
禁乱扔乱放，加强设备及部件回收，做到颗
粒归仓。回收的设备入库后要及时进行修

复组装，验收入库。
减少设备空载运行时间。工作面掘进

期间，采用集中出煤或煤仓储煤。工作面回
采期间，因煤量较少使用煤仓储煤，减少主
运设备运行时间。

做好削峰填谷工作。对井下给采区泵
房及中央排水泵房，严禁在尖、高峰时段开
泵，减少在平谷时段开泵，尽量调至低谷时
段开泵运行，降低电耗。

搞好修旧利废工作。每月初下发修旧
利废计划，月末组织计划经营部、审计科等
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参照修复设备部件的价
值按比例给予奖励。

（任二敏李国东）

本报讯 近日，为迎接周口市
政府及上级各部门的考核，沈丘县
安全监管局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目
标不变、任务不欠、标准不降的要
求，采取多项措施迎接考核。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了
由局长任组长，各分管副局长任组
员的考核领导小组。并根据职责
分工，将考核内容落实到每个分管
领导和个人。层层分解，分工明
确。对照考核表，将考核内容进行
细化，各股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
自相关内容，做到分工到个人，在分
工明确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沟通协
调。召开会议，加强联动。在将考
核内容细化到各相关部门后，2015
年 1 月 5 日召开行业部门联席会
议，进一步明确各自负责的任务和
内容，并对考核内容提出具体的要
求。同时在考核材料的准备过程
中加强联动和沟通协调，有利于更
好地完成考核内容。（孙中磊）

◀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鹤煤三矿工
会以开展“导师带
徒”活动为载体，积
极 构 建 有 效 的 监
督 、考 核 、激 励 机
制，本着“缺什么、
补什么”、“干什么、
学什么”的原则，不
断提高职工综合素
质。图为1月9日，
该矿一对师徒在维
修机电开关。姜世
军 摄影报道

▶近期，焦煤
集团鑫珠春公司
出台安全硬性规
定，由领导带头开
展“ 零 点 行 动 ”、

“红线”督导行动，
对 井 下 53 区 、21
区开展了多时段、
不同班次的动态
安全检查。

任二敏 孟福
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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