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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史济春就全省开展的$百日安全督察专项行动%强调

今年的安全生产月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为主题$ 近日%就如何配合百日安

全督察专项行动%以煤矿&金属和非金属矿山&烟花爆竹及道路交通等领域为重点%

在我省开展隐患治理和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本报记者采访了副省长史济春$

!事故源于隐患" 隐患不除"事

故难消# $史济春说"省政府决定从
!

月
"#

日到
$

月
#%

日" 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百日安全活动$和!百日安

全督察专项行动$# !百日安全活动$

以!强意识%反违章%查隐患%压事

故%保安全$为主题"由各级人民政

府和各系统% 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 覆盖全省各个行业% 各个领

域"在
%&&

天内全方位%多层次%多

角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省政府

同时决定" 组织
%'

个厅局联系
%'

个省辖市" 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对全省各地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百日安全专项督察" 督察

活动实行部门负责制和督察责任

制" 要求督察组对省辖市的督察常

驻
%&&

天"对督察工作一包到底"按

照!谁督察%谁负责$的原则"做到市

不漏县"县不漏乡"特别要对企业进

行重点督察"作到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 对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

省政府安委会"通报地方政府"并做

好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

深化隐患排查治理
搞好百日督察

!今年
)

月是全国第七个安

全生产月"又是国务院确定的&安

全生产隐患治理年'"安全生产工

作要突出这条主线"以&百日安全

督察专项行动' 作为一个推动手

段"带动各项工作的展开"实现今

年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

转# $史济春说"各地要以!安全生

产月$强大的宣传攻势为契机"大

力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向纵

深发展" 突出重点行业% 重点地

区% 重点单位" 做到排查不留死

角% 整治不留后患# 要紧紧围绕

!隐患排查治理$这条主线 "推动

煤矿%非煤矿山%冶金%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

竹%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等重

点行业领域的!百日安全督察专项

行动$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各地

要组织有关人员深入重点领域生

产经营单位" 排查治理隐患和安

全生产制度建设%管理组织体系%

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 %

事故查处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

节#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危

险源监控的各项制度" 建立事故

预警% 预报% 预防和应急救援体

系# 对于已关闭的小煤矿要加强

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继续深化

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 %道

路交通等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专

项整治"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

!夏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

的季节" 容易出现洪水% 森林火

灾%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 各地要加大易由自然灾

害引发事故灾难的防范工作# $史

济春表示"在汛期到来之前"全省

各地要加快河流%水库%涵洞等隐

患的治理" 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 把煤矿% 金属和非金属矿

山%隧道及其他地下设施"存在山

体滑坡%垮塌%泥石流威胁的露天

采场和建筑施工工地" 存在溃坝

溃堤危险的病险水库%河流%尾矿

库等作为排查治理的重点" 建立

健全自然灾害预报%预警%预防和

应急救援体系"落实防洪防汛%防

坍塌% 防泥石流% 防火等各项措

施"严防引发事故灾难# 对排查出

的隐患" 要加快治理和除险加固

进度"确保汛期到来前整改到位"

因工程或其他原因无法完成的 "

要加强监测"制订预案#

史济春强调 "我省目前乃至

于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立

足治大隐患 "防大事故 # 通过这

次!百日安全督察专项行动 $"要

着眼于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的机

制"建立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的

机制"就可以形成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的制度化 % 经常化 %规

范化"从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工作#

抓好安全生产宣传 强化安全意识

建立健全预警体系 做好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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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 我跟着湖滨区崖底

街道办事处的几个人去了岗上村"

他们都是负责乡村纠纷调解工作

的# 去了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妙"村

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实在没

有什么可记的"这可咋办(

虽然没有什么事" 几个人也没

有闲着"跟我随便聊了起来"主题还

是乡村纠纷%矛盾调解#当时听着没

觉得有什么"回来再一品"嗯"这些

话朴素里藏着道理"有意思#

主要对话人) 崖底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张平% 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

长司淑萍% 街道办事处综治办主任

兀培娟% 岗上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范

铁庄%岗上村民调主任范聪志#

以下就是几个人的谈话摘要#

司淑萍'!小姚% 这两天你也都

看到了% 咱这村里的纠纷调解都是

要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或者盖

章%由当事人双方认可的$这些调解

协议书和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一样%

是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的$ #

兀培娟'!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

情况% 双方因为没有形成书面协议

并签字%最后有一方反悔$ #

司淑萍'!双方签字后%如果一方

不履行%可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范聪志(拿出一份调解协议书给

我看)'!这里是当事人的简要介绍%这

里是纠纷简要情况说明% 还有协议内

容&履行方式等$除了当事人要签名或

盖章外%调解员也要签名确认$ #

(我问'调解员有经济补助吗* )

司淑萍'!哪有啊%都是义务的+只

有民调主任一个月有
%&&

元钱的补

助+ 个别地方已经对调解员实行经济

补助% 调解成功一件复杂疑难案件补

助
%&

元钱%小一点的事是
(

元钱+ #

张平'!这都是象征性的%只是鼓

励他们的工作热情+ 调解员都是村里

有威望"热心村里事务的人%大家也

不在乎这个+ #

司淑萍'!调解员都是受气包%给

这一方说说% 人家不满意了顶两句,

给那一方说说%人家-嗵嗵嗵.说他一

顿%都得听着啊%不然问题咋解决* #

范聪志'!事情解决了还要回访%

当事人对处理结果满意不* 履行协议

没* 一般是一个星期回访一次+ #

范铁庄'!村里再困难%计生&调解

这两块的钱都不能省%没有耽误过+ #

新闻背景#

三门峡市湖滨区在乡村推出!流

动调解$机制"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户%

大事不出村# 村%社区建立!流动调解

室$"人员由村组%基层干部组成"登门

入户排查矛盾# 各调解小组调解员由

推举产生"多为有较高威望的人员组

成# 乡里成立!流动调解团$"由乡综

治%司法%信访%公安%水利%林业%计

生%民政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职责

是及时到事发地调解处理由!流动调

解室$上报的案件# 区里建立!流动调

解团$"下设涉法涉诉%工业项目%企业

改制等七个方面的调解小组"受理各

乡*街道办事处+难以调解的重大疑

难%复杂事件"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

#$

#

月
%%

日 星期三 阴转多云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

安报记者 姚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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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日"孙世海先后实地

查看了商丘市%郑州市的火炬传递安

全保卫工作"认真分析了原定火炬传

递线路中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对

下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孙世海指

出" 商丘市应有效整合火炬传递线

路"坚决规避道路狭窄%人员成分复

杂%安全隐患多%安全保障困难的火

车站%商丘古城等重点地区和部位作

为火炬传递线路"确保安全保卫工作

的顺利进行,郑州市要积极落实火炬

传递道路的路面隔离设施"对火炬传

递道路两侧全部设置护栏或专用脚

手架等硬质隔离设施"确保对火炬传

递线路进行!真空$管控"确保火炬传

递活动的正常进行, 强化培训演练"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确保安

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

!

安报记者 段保华

安报讯 &首席记者 李红 见习记

者 王俊'!让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呼

吸到清新空气"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

绿地%青山碧水# $在昨日召开的省人

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节能减

排专项报告动员会上"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柏拴提出了建设节约%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理想目标#

作为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履行

监督职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省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将

于近日分赴有关地市就节能减排

进行专题视察"并听取省政府节能

减排专项工作报告"还要向社会公

布政府对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

落实整改的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

履行监督职能
调研(节能减排%

安报讯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原更有 通讯员 郭新建

张开飞' 昨日上午"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纪检组长

张中林等一行到安阳市两级

法院视察调研工作#

张立勇指出"法院要实现

法律的公正%社会的公平"就要

求塑造法官的良心" 而法官的

良心是在多年的办案实践过程

中"塑造出的人格的修养%社会

的教化%知识的熏陶%经验的积

累% 阅历的丰富等多方面形成

的综合素质# 法官若不具备法

官良心" 再好的法律也会被曲

解%被误解甚至被滥用#在今后

的工作中" 安阳市两级法院要

坚持实现法律智慧与政治智慧

相统一%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相统一% 法律专业知识和群众

工作能力相统一% 法律规定和

法官良心相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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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案件"没有一

起改判"不简单-$在安阳市中

级法院荣誉室"听到讲解员关

于全国模范法官%!三八红旗

手$王玉清的讲解时"张立勇

发出赞叹#

在林州市红旗渠分水岭

和青年洞参观时"张立勇被当

年修建红旗渠时的文字%图片

和真实故事深深地感动和感

染"他拿起当年修渠时的铁锤

和缆绳细细地端详着说)!在

我小的时候就看过关于红旗

渠的电影" 林县人民自力更

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令人钦

佩"值得发扬学习# $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安阳调研时指出

塑造(法官良心%实现(四个统一%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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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率

领海基会代表团
!!

日下午抵达北

京" 将于
!"

日与海峡两岸关系协

会举行两会恢复接触后的首次商

谈# 在中断
#

年后"恢复两会往来

与协商谈判"是当前两岸关系改善

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按照两会商定的日程"

!"

日上

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在钓鱼台国

宾馆与江丙坤董事长举行会谈# 随

后"两会有关人员将就两岸周末包机

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事宜分别展开

协商#

!$

日"双方将签署有关协议#

江丙坤在京期间 " 还将拜谒

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

参观水立方 % 五棵松棒球场这两

个奥运场馆#

海基会代表团
昨日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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