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穆黎明 赵 蕾

电话
!"#$!%&''!("(

)!*+,-

!

./+01+23/+456%"782*

(!!4

年
!%

月
!&

日

! "#$% !

!"

!"

"#$% &'()*+,-./012

&%%"

为积极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在 !

!""#

年安全生产宣传工作要

点"中提出的#依靠主流媒体$营造正面舆

论$以%关爱生命&安全发展'为主题$组织开

展好 %安全生产月' 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精

神$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宣传氛

围$河南法制报社将联合省安监局编辑出版

!""#

年!安全生产月专刊") 编辑出版
!""#

年!安全生产月专刊"是落实今年安全生产

工作 #三项行动(中#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要求的具体体现$对于总结我省安全生

产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全面展示我省安全

发展的良好形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宣传主题

!

关爱生命 安全发展

主要内容

!$%

刊首语

省安委会主任+副省长史济春寄语*

!!%

关怀篇

党和国家领导到河南检查指导安

全生产工作的讲话&题词&照片* 省委&省政

府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讲话&题词&照片*

!&!

政策法规篇

党和政府有关安全生产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等*

!'!

安全生产论坛篇

刊登党政领导&安委员成员单位分

管领导&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企业法人

代表&安全管理人员有关安全生产的文章*

!(!

安全文化篇

各级政府&企业丰富多彩的安全文

化活动剪影*

!)!

事故警示篇

对近年来在全国有影响的
!*

起重大事

故进行全程回顾* 从事故发生到最后处理$让

读者对事件有个详细了解并引以为戒*

!+!

活动纪实篇

各级政府&企业在安全生产咨询日

当天各种丰富多彩的安全生产宣传活

动文字&照片*

!,!

地市篇

以地市为单位$ 包括各地市政府&

安全部门主管领导接受本报关于#安全

生产月( 专访或工作部署* 要求各地市

推荐所辖县市取得安全生产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的企业参与风采展示*

!#!

企业篇

中央驻豫企业&省管企业&市管企

业及优秀民营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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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知识竞赛*

专刊将集中版面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

成就$对安全生产进行集中宣传$是展示我

省安全生产工作& 促进我省安全形势稳

定好转的新平台* 专刊封面用铜版纸$

高标准&高质量的包装和策划$使该专

刊具有很高的宣传和保存价值*

编辑 !安全生产月专刊 "是一

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望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省

辖市安监局&中央驻豫和省管企业高度

重视$并指定专人负责$配合编辑部工

作人员搞好此项工作$以此落实#安全

生产年(活动$深入开展#三项行动($切

实加强#三项建设($为促进我省安全形势

稳定好转$构建和谐中原作贡献*

编辑部设在河南法制报社安全宣

传部*

编辑部人员!

任二敏 周慧 穆黎明 王少岩

康延宾 孙建伟 孟晓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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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洽谈专刊协办广告事宜

本报讯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

煜#

)

月
.

日下午"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秘书长
肖亚兴主持会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
长骆琳通报了

$

至
(

月安全生产情况"

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通报了
$

至
(

月
道路交通和火灾事故情况"河南省和陕
西省作经验介绍#

副省长史济春代表我省作典型发
言"从实行$一岗双责%"强力推进安全
生产源头治本&实行分包联系"强力推
进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教育培训"

积极推进监督管理能力提升&实施安全
发展"积极推进'安全河南%创建活动等
四个方面" 详细介绍了我省煤矿整顿(

尾矿库治理(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成

功经验和做法)

国务院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后"省政府接着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 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省
安全生产监管局局长张国辉主持会议"

副省长史济春作重要讲话*省+市(县政
府及其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重点企
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史济春指出"今年以来"通过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全省安全
生产继续保持了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
基本态势#在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安全生
产工作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存
在的差距和问题"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形势的严峻性# 特别是对在加大投
资( 扩大建设规模过程中忽视安全生

产(降低安全标准(放松安全监管&能源
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市场需求恢复"煤
矿等企业增加生产的愿望有所增强&汛
期来临"各类自然灾害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等情况"必须吸取教训(倍加警觉#

史济春要求"要突出重点工作(重
点对象(重点时段"认真组织(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要着眼于治
大隐患(防大事故"把安全生产执法和
治理行动迅速开展起来" 加大依法打
击和治理的力度" 坚决遏制一些地方
和单位因非法违法( 违规违章所导致
的各类事故多发势头# 要紧紧盯住那
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非法违法行
为多发的小矿小厂"该停的停"该关的
关"决不手软&要狠抓那些隐患严重(

安全保障能力较低的行业和企业"督
促其增加安全投入( 改善安全生产基
本条件&要以农民工(企业特殊岗位作
业人员(基层干部为重点"切实提高安
全技能"强化安全意识# 尤其是重要节
日(汛期(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等关键时
段"一定要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有针
对性地部署开展一些集中执法( 治理
以及监督检查活动# 进一步建立健全
应对自然灾害的联动协同工作机制"

加强对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生产安全事
故的预警( 预报和预防# 要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月%" 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等专项行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集
中组织一次全面细致的隐患排查治
理"集中打击一批非法违法生产行为"

形成强大声势"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切
实使

)

月份成为我省安全生产的宣传
教育月(执法监察月(打击非法月和全
民动员月#

史济春强调"安全生产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的任务"涉及经济社会的
方方面面" 又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
关"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要结
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安全生
产保障机制的意见"广泛开展安全生
产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制约安全发展
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找准切实
有效的破解措施"狠抓安全生产基层
基础和长效机制建设"努力实现安全
生产长治久安#

今年
)

月是第八个全国 #安全

生产月($各行业&各单位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了以 #关爱生

命$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全宣传教

育和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唱响了安

全主旋律$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

安全生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

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全生产月(是一项活动$旨

在营造一种浓厚的安全氛围 ,#安

全生产月 (是一种提醒 $让我们绷

紧安全弦 $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

命,#安全生产月( 是一个起点$向

我们吹响了确保安全的#集结号(*

开展 #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根本目

的是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意识$根治

隐患$实现安全生产*全国#安全生

产月 (活动的开展 $充分体现了党

和国家对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必

将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起着巨大的

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一些单位或个人仍

然存在 #短期行为 ($只重视 #安全

生产月(活动$活动期间挂横幅&搞

展板 &查隐患 &抓整改 $轰轰烈烈 &

声势浩大 *

)

月过后 $单位很快在

思想上放松了$ 管理上不严了$宣

传上不浓了 $#淡旺 (季分明 $以至

于有人说安全月是 #

"

月来 $

#

月

走$来年活动再作秀(*

安全是企业的#天字号(工程$

是稳定的前提$ 是发展的基础$是

和谐的保障$是社会各界特别是生

产单位永恒的话题$决不是一天两

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的事情$任

何单位都不可能通过
$

个月的宣

传教育 &培训学习 &排查整顿而取

得一劳永逸的效果 $ 必须持之以

恒 $常抓不懈 $年年讲 $月月讲 $天

天讲$时时讲*各级领导&各部门站

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切

实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长期性&艰

巨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分调

动各方面的力量 $不但在 #安全生

产月 ( 开展好安全检查和教育活

动$根治各类隐患$确保无事故$而

且要把#安全生产月(活动制度化&

规范化$形成安全生产长效工作机

制$不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迈上新

的台阶*

当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仍十

分严峻 $成都公交车自燃 &重庆山

体滑坡等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

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安全工作

决不能存在任何麻痹侥幸心理$决

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懈怠$用月月都

是 #安全生产月 (的认识 &行动 &部

署 &落实来抓安全生产工作 $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把各类安全事故降

下来 $确保平安和谐 $推进社会稳

定$实现科学发展*

但愿月月都是#安全生产月(*

345)67 895):;

副省长史济春代表我省在全国安全生产会议上介绍我省煤矿整顿经验

快评 但愿月月都是$安全生产月%

"

张向胜

)

月
&

日$在全国第八个#安全生产月(来临之际$郑州市金水区凤凰

台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图为在启动仪式上$办

事处工作人员为凤凰台小学的孩子们发放安全生活知识手册*

王少岩 崔海东 李智杰 李丙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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