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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袁海刚 "记者从河南煤矿安全监察
局获悉 !本月中旬 !河南煤矿安全
监察局将组织对我省市县政府煤
矿安全监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通
过强化国家监察和地方监管 !促进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
实"

'

月
)#

日下午 !河南煤矿安全

监察局党组成员 #常务副局长薛纯
运主持召开业务办公会议 !研究部
署对市县政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
的监督检查 " 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
师许胜铭出席会议 ! 安全监察一
处 #安全监察二处 #事故调查处 #执
法监督处等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 切实

抓好工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监督检查地方政
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的职责! 国务
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加强对地
方政府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监督检查职责! 检查指导地方政府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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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结合河南煤矿安全生产
的实际情况 ! 定于

&

月中下旬 !河
南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对市县政
府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 " 认真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 !通
过强化国家监察和地方监管 !促进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
实"

本报讯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煜"近日!省安全生产监管局在郑
州分别组织召开了非煤矿山# 危险
化学品# 烟花爆竹等三个行业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会
议" 参加会议的生产经营单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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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会议分别由省局监
管一处处长闫长保# 危险化学品监
管化处处长徐晓航# 烟花爆竹监管
处处长高明主持! 许可办主任陈庆
伟代表省局作了题为 )强制推行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 认真履行两个主
体职责*的报告!王泽河副局长出席
了会议"

据介绍! 河南省安监局把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推
进!年初!省局成立了由局长张国辉
任组长! 王泽河副局长和马涛副局
长为副组长# 有关处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领导

小组! 负责对全省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工作领导! 在政策法规处设立办
公室! 具体指导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工作! 各省辖市安监部门也成立相
应的领导机构!明确具体工作科室!

健全工作运行机制! 做好本行政区
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 #

指导#协调工作" 省局下发了$河南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在全省
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推行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豫安监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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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文件 !决定从今年
起 !全省矿山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
竹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强制推
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在其他行业
逐步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力争
用两年时间! 全省高危行业投保率
达到

$**.

"

为确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的顺利开展!经河南保监局批准!河

南省和谐安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于
)**(

年
)

月
(

日成立! 并在各省辖
市安监局设立办事处! 具体协助有
关保险公司做好承保工作! 代收安
全生产事故预防费用! 督促保险公
司及时理赔" 河南省和谐安康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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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级财产保险
公司签订了保险代理合同- 并采取
以会代训的方式! 对各省辖市办事
处负责人员进行了培训" 印发了$河
南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

统一了思路和业务操作流程"

为了提高各地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工作的积极性! 省安监局召开了
各省辖市安监局一把手# 省局相关
处室# 相关省级财产保险公司参加
的 )河南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动员
会议 *!张国辉局长在会上作了 )推
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健全安全生
产保障体系! 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的稳定好转*的动员讲话!各地迅
速行动!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紧
张有序地向前推进"

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南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在全省高危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推行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的通知%精神!邀请保险公
司专家详细介绍了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具体业务! 省和谐安康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和六家保险公司与参会代
表进行交流!现场咨询答疑" 参会代
表就如何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提
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 较好地为政
府#生产经营单位#保险公司相互交
流搭建了平台! 进一步增强了高危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的认识!同时!也为我省高危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推行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年
&

月是第八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

月
$

日$商

城县检察院启动了!安全伴我行"活动$要求检察干警深

入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石油化工%交通运输%

电力%森林等行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活动$服务辖区安全生产#图为检察官在金刚台地质公园

进行防火宣传# 胡传仁 梁立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确保全市煤矿
严格落实省政府煤矿复工复
产有关政策 !

'

月
"*

日 ! 郑州
市副市长孙金献 #市长助理楚
保国带领市煤炭局局长王玉
枝 #副局长徐建林和业务处室
技术骨干 !在没有通知县 +市 ,

政府 #煤炭监管部门和煤矿企
业的情况下 !悄悄来到登封市
天禹煤业有限公司 #君鑫煤业
有限公司君鑫煤矿 !新密市恒
泰煤业有限公司 #瑞金煤业有
限公司分组暗访煤矿复工复
产情况 "

孙金献 # 楚保国来到煤矿
企业后 !立即组织市煤炭局部
分技术人员下井检查煤矿安
全生产 !并在听取了煤矿企业
负责人有关煤矿复工复产基
本情况介绍后 !亲自查阅煤矿
新工人培训登记册 # 考试卷 !

一线安全监督员 # 自救器配
备 !四级安全监管网络建立情
况 !还来到充灯房核实煤矿企
业入井人数 #落实煤矿企业领
导跟班下井 #一线监督员到岗
入井情况 !对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 #井下作业人员定位系统等
重要岗位认真进行了现场检
查 " 针对煤矿企业存在的新工
人培训不到位 #考试卷没有日
期和找人代作 #一线安全监督
员不足等安全问题 !他们当场
进行了批评指正 "

在井下检查人员升井后 !

孙金献 #楚保国又连夜听取了
市煤炭局检查人员井下检查
情况的汇报 "

!任二敏 韩海涛 何黎明 "

本报讯 近年来!中建三局郑
州公司在取得良好发展的同时!

还积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安全
文化"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在各个
建设工地营造浓郁的安全文化氛
围" 另外!公司通过各种安全表彰
会#技能培训会等形式!让员工之
间互相学习#借鉴!以提高员工自
觉辨识本岗位的危险源以及处置
突发事故的应急反应能力" )亲情
文化* 也是公司安全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把亲情文化融入到安
全工作中! 时刻唤醒员工的安全
意识! 时刻提醒他们用心搞好安
全生产"

!王少岩 夏晓雪"

本报讯 在今年的)安全生产
月*活动中!郑煤集团采取多策并
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重点突
出等措施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

充分利用新闻宣传媒体 !突
出)关爱生命#安全发展*主题!加
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 开展
)安康杯*竞赛检查等活动!督促
各类隐患及时整改! 集团公司工
会将组织职工代表# 工会干部对
部分单位进行重点抽查! 确保巡
视检查活动取得实效- 开展女工
家属 )送嘱托到井口*活动!组织
女工家属为职工办好事#送温暖!

做好)家访谈心#三违帮教*工作!

嘱托井下职工牢记安全!远离)三
违*! 齐心协力构筑安全情感防
线- 开展群监员培训和群众安全
监督检查!发挥群监网络作用!群
策群力!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

!任二敏 张智富"

本报讯 以前!河南永锦能源
云煤一矿职工违章后! 会被矿上
公开曝光! 同时要接受 )停班*#

)写检查*#)安全培训*#)经济处
罚*#)曝光亮相*#)巡回演讲*等
再教育" 可就在前不久!该矿为了
强化管理干部抓安全的责任心!

将)安全培训*再教育的内涵进一
步拓展!规定发现违章作业!不仅
要对违章者停工 )进修*$煤矿安
全操作规程%!同时对安全隐患排
查不力! 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的
所在队的跟班队长# 管理干部对
等处罚)陪同*再教育"

在该矿! 那些违章人员和失
职干部既丢)银子*!更丢)面子*"

有一名因单位职工违章而被请出
)陪读*的干部惭愧地说&)以后下
井跟班一定要万分小心! 绝不能
再让职工干违章的了" *

!葛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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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中$郑煤集团铁路运输

处先后开展了!安全在我心中"演讲%!班组长话安全"

征文%事故案例剖析%安全板报展等一系列职工喜闻乐

见的安全宣教活动$寓教于乐$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

既轰轰烈烈$ 又扎扎实实$ 促进了安全生产的顺利进

行# 图为职工正在参观安全展板# 张向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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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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