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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全

本报讯 11 月 2 日，平顶山市卫东区组
织召开安全发展专题培训会，邀请河南理
工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申霞教授作专题
讲座。平顶山市卫东区四大班子领导，各
党政机关、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
生产副职、各社区（村）主任以及辖区部分
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共计 346 人。

申霞以“落实安全责任，促进安全发

展”为授课主题，结合近年来全国、全省发
生的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围绕当前安
全生产形势的特点，社会对安全生产的认
识态度，习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党政
领导安全责任解读，典型追责案例分析，安
全生产风险与规避 6 个方面做了深入分析，
并就如何做好新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

通过此次培训，该区各级党政机关、各
行业主管部门及重点企事业单位相关领导
对安全生产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对自
身肩负的安全生产责任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安全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扎实做
好岁末年初和机构改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高浩泰 韦子玉）

本报讯 10月31日，全省安监系统紧急视
频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重点安排，并对今冬明春机构改革期间全
省的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安排，省安全
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局属各处室、二级单位负责
人在主会场参加了会议，省安全监管局局长张昕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安
监系统人员在当地分会场收看了视频会议。

根据季节安全生产特点，结合安全大检
查工作，省安全监管局将组织开展 4 个专项
行动。

事故隐患集中“清零”行动。今年以来安
监系统检查执法发现的所有隐患，特别是省隐
患排查治理平台登记隐患、各级安委会办公室
挂牌隐患、各地安监局列入台账的隐患，11月底
前必须全部整改“清零”。市县安监局要将隐患
清单通知到企业，对整改情况及时组织复查验
收，凡11月底前未完成整改的，一律按法律规
定上限顶格处罚。

关闭退出企业“清查”行动。今年以来，省
政府强力推进国企改革，处置关闭了 1124 家

“僵尸企业”，在盘活资产的同时，也可能留下大
量隐患。陈润儿省长、刘伟副省长在10月23日

全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上强调，要突出
抓好改革中的安全生产，抓好安全生产助推深
化改革。各地各部门对前期处置的1124家“僵
尸企业”，要逐家组织全面排查，监督相关单位
妥善处置废弃厂房等设备设施，安全处理油气
和危险化学品，严防破产关闭、漏管失控导致事
故发生。特别是对前期关闭退出的烟花爆竹生
产点和长期停产的非煤矿山，在11月底前要组
织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持续保持打击非法
违法的高压态势。

生产事故集中处罚行动。根据《安全生产
法》第109条规定，发生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要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发生较大
事故，要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政府安委办已经对今年以来全省工矿商贸生产
安全事故实施了挂牌督办，11月底前所有事故必
须完成调查处理，每起事故都必须依法对事故单
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到位。从11月份起，到明年3
月底前，凡在机构改革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要提请政府批准，对事故实施提级调查处理，
问责追究和事故处罚全部按上限从严从重处理。

落后企业集中执法行动。今年是危化和非
煤矿山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年，所有规模以上危化

和非煤矿山企业年底前必须建成双重预防体系，
相关信息必须录入省级综合监管平台，这是省政
府下给安监系统的硬任务，必须强力推进、确保
完成。对于今年完不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任务
的落后企业，2019年元旦后要组织集中执法，按
照省安全监管局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对企业进行
全面检查，对查出来的所有问题和隐患集中处罚
处理。省安全监管局监管一处和监管三处要将
企业名单通知到市县局，12月份集中对表清账。

张昕最后强调，保障机构改革期间安全稳
定，需要全省上下相互协调，需要各级各部门共
同努力。各级安监局要充分发挥综合协调职
能，加大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事故易发多发
行业领域协调沟通的力度，既要充分发挥安委
会办公室的作用，又要扑下身子与行业部门主
动沟通、主动对接，共同商量谋划，采取措施办
法，推动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管理。要加强督导督
查，组织政府安委会督导组明察暗访，协调解决基
层问题。在严督导抓落实上，必须强调细和严，要
细之又细、严而又严。特别是对重点工作、关键问
题必须紧盯不放、跟踪问效，决不能只满足于事干
了、会开了、文发了、安排了，效果如何却不清楚，一
定要紧盯，一定要督促，一定要落实。（任二敏）

本报讯 10 月 30 日，郑州市金
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洁带
队对南 阳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中 铁 十
二 局“ 地 铁 3 号 钱 ”施 工 工 地 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金水区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 和 金 水 区 公
安消防大队负责人、南阳路街道
办事处书记李国梁、办事处主任
吴昊等陪同检查。

杨洁认真听取了现场负责人
对“地铁 3 号线”工程进度、人员
配备、安全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情
况介绍；并实地查看了冲洗设施、
道路硬化、裸土覆盖等文明施工
情况和临边防护、临时用电、建筑
特种设备使用等安全生产情况，
同时对施工工地扬尘、建筑垃圾
运输及泄漏遗撒专项执法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并指出施
工单位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尽快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
题加以整改；而街道办事处作为
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对整改情况进
行复查，避免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最后，杨洁对南阳路街道办
事处安全生产建筑工地专项整治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辖区安
全生产提出要求：该街道办事处
要把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作为
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特别是在建
筑工地安全生产检查方面，要加

强预防高坠和群死群伤的“两
防”工作，切实把“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
落实、落地，要保证施工

人 员 的 人 身 安 全 ，确
保 辖 区 安 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董蓓蓓 王

芹芹）

本报讯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政治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国家安全意
识。近日，新密市委政法委、新密市
国安办组织召开全市反奸防谍钢铁
长城建设暨《反间谍法》颁布四周年
宣传工作会议。

新密市国安办设计制作了《反奸
防谍知识手册》《全民反奸防谍，共筑
钢铁长城》宣传折页，发放到全市各
乡镇办和市直相关单位，同时要求各
单位积极组织集中观看中央电视台

《危情谍影》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范
围扩大到村（社区）两委班子，切实推
动《反间谍法》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营造了
浓厚的宣传学习氛围。

此次活动，全市共设置集中宣传
点20余处，展出《反间谍法》宣传展板
100余块，悬挂宣传标语60余幅，LED
电子屏 3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 1万余
份。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党员领导干
部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任二敏 李祥春）

本报讯 近日，郑煤集团郑
新公司深刻吸取重庆梨园坝煤
矿瓦斯爆炸、山东龙郓煤业冲
击地压等事故教训，对所属矿
井分系统开展专项检查，逐矿
查漏洞、补“短板”，认真整改安
全隐患，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10月中旬以来，重庆梨园坝
煤矿、山东龙郓煤业、四川双鹰
煤矿相继发生瓦斯爆炸、冲击地
压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郑新
公司以此为戒，立即在公司干部
职工及所属各矿井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并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反
思剖析。同时分专业开展顶板、
瓦斯、机电、防治水等专项检查，
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查找各
矿井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一
矿一策”，会同矿井有针对性地
制订整改方案，帮助、指导、督促
矿井整改隐患，做到不安全不生
产。对个别重点矿井，该公司采
取经理层现场办公方式，集体

“会诊”，综合整治，实行重大隐
患整改挂牌督办，明确隐患整改
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整改时
限，全面实现隐患闭环管理。

郑新公司通过查漏洞、补
“短板”、抓整改，进一步提升了
管理水平，为矿井安全生产打
下了良好基础。

（任二敏张向胜）

▶近日，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煤公司新安
煤矿开展节支降耗活动，巧用长效机制、拓宽
节支降耗领域、提高材料复用率等手段，为全
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奠定坚实基础。图为10
月31日，该矿机修厂职工正在将回收的废旧
U形钢制作成井下轨道用轨枕。

侯丹 摄影报道

▲河南能源集团鹤煤公司三矿工会十分注
重加强对青工的培养、培训，通过“导师带徒”这
个活动平台，将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的人才聘
为导师，与青工结成师徒对子，充分发挥导师

“传、帮、带”的作用，引导青工徒弟在岗位上建
功立业。图为，10月31日，该矿机修车间老职工
正在向青工传授开关维修“秘诀”。

许宏勋 杨建美摄影报道

省安全监管局组织开展4个专项行动要求

抓落实必须强化督促督查
加强安全监管
消除各类隐患

郑新公司
狠补“短板”保安全

邀请大学教授开设专题讲座

提升安全管理者的安全素养

营造宣传氛围
增强防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