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高高兴兴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是对广大干
部职工的真挚祝福和期盼 "近
日" 义煤集团水泥公司出台了
通勤班车!十二严禁$新规定 "

即严禁酒后驾驶和疲劳驾驶 "

严禁车辆带病运行" 严禁把车
辆交于他人驾驶" 严禁熄火或
空挡滑行" 严禁公车私用或私
自出车" 严禁将车辆停放在不

安全地带"严禁野蛮驾驶"严禁
开门行驶" 严禁行驶中与乘员
交谈"严禁开英雄车%赌气车 "

严禁违章驾驶" 严禁私自更换
车辆配件& 要求通勤班车管理
人员和驾驶人员" 每天出车前
要对班车进行全方位安全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上
下班职工的人身安全和日常通
勤行车安全& !上官四军"

郑州市集中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政府安全生产委
员会决定"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全
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和督促检查活动&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促进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有效落实"促进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级人
民政府监管主体责任的落实"努力构建安
全生产长效机制"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为新中国成立

&#

周年大庆
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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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穆黎明 "

!

月
"'

日"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李永新在周口市市长徐光等领导的陪
同下" 深入辖区内相关企业检查指导
安全生产工作&继

!

月
"'

日在周口市
检查指导高危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之
后"

"(

日"李永新又顶着高温酷暑"到
驻马店市督察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

日上午"李永新一行来到周口
豫港气体工业有限公司" 深入空分%

氧压%预冷%分离%充装车间"详细询
问工艺生产流程%工人参加安全生产
培训情况" 并查看设备操作记录"对
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在该
公司会议室

)

李永新对企业安全管理
制度% 应急救援指挥机制等进行了
解"并对市防雷中心为该单位出具的
(周口市易燃易爆场所防雷防静电装
置和设备检测报告)详细查看"叮嘱
企业负责人一定要按照整改建议进
行完善" 切实做好雷电灾害防护工

作"确保企业正常生产&

在周口市亿星集团天然气输配
站"了解天然气使用和管道设备安全
情况后"李永新要求输配站一定要高
度关注安全生产工作& 该公司董事长
李世强表示一定坚决按照省局要求"

严格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安全生产&

在淮阳明星花炮厂和花炮总厂"

两个厂都实行了四区分离"各区之间
间隔按规定要求设置"重点生产环节
单间单人"防爆墙坚实牢固"各项安
全措施比较周全& 检查参观后的李永
新对两个厂的设置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对淮阳县明星花炮厂厂长葛振友
说'*任何时间"安全生产都丝毫不能
大意"发生事故了"受损失的还是企
业"因此"一定要十分小心"确保万无
一失& $

周口市市长徐光和陪同检查的
安全监管部门的有关同志表示"一定
要学习李永新书记在看到这种敬业

精神和工作务实求实的作风"以细之
又细"严之又严的工作标准"扎实抓
好下半年安全生产监管各项工作落
实"确保全市生产安全有序"坚决杜
绝重特大生产事故发生"促进全市经
济平稳快速发展&

"(

日上午"李永新来到正阳县烟
花爆竹公司" 在实地查看了仓储设
施%防雷防静电检测%安全检查记录%

员工培训情况后"勉励企业负责人要
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认真排查消除隐患"确保
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的安全& 接着"李
永新一行赶往正阳县骏马化工公司"

直接深入到甲醇项目扩建工地"对安
全*三同时$审查%隐患整改治理%应
急预案的制订和演练进行了详细的
查看"对工地现场从事焊接的特种作
业人员的培训上岗资格%动火工作票
的签发"以及现场监护防范措施进行
了重点抽查"要求企业负责人和员工

一定要吸取以往事故教训"做到警钟
长鸣"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各项
措施的落实"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企
业发展和当地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在
汝南县双星橡胶公司查看时"李永新
对该公司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建
章立制创新%弘扬企业安全文化的做
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永新指出" 两市的安全生产
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下一步要强化措施"创新机
制" 全力抓好下半年的安全生产工
作 "要认真贯彻 *安全生产年 $及开
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 $%*三项建
设$的安排部署"努力遏制和防范各
类事故的发生"时值高温雷雨季节"

汛期又至"全省安全生产任务重%压
力大" 各级安监部门都要坚持深入
企业检查"强化执法力度"进一步规
范安全生产行政行为" 促使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省安监局党组书记李永新赴周口#驻马店调研指导安全生产工作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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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行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之前!一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在巨额的赔偿和隐患治理

费用面前!事故企业只能被迫破

产!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补偿救

济 !极易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到

社会的安定和谐!最终处理的结

果往往是政府埋单" 现在有了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 ! 一旦发生事

故!由保险公司及时给事故受害

者提供赔偿 ! 既避免了企业破

产! 又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这

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 " 但由于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政策具有

保护企业利益的先天性!有可能

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此在后续

制度中要谨防#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 $ 成为企业肆意违法生产的

#保险绳$%

首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无

法替代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 参加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并不能保证企业不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要求

企业在劳动者培训&生产防护措

施&设备维护等软硬件中加强投

入!才能最终达到安全生产的目

的" 安监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

行政和经济手段!督促企业一方

面积极参加保险!另一方面积极

治理隐患!减少事故" 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无法确保企业增加安

全生产的成本投入!尤其是在现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很

多企业的财务状况不是太理想!

有可能造成一种'抽水机$效应!

将原本应投入到安全生产方面

的资金用来购买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势必会造成'安全投入少&

事故发生 &保险支付赔偿 &减少

投入 &再发生事故 $的恶性循环

之中" 企业违法生产!引发事故!

保险公司垫底埋单!就可以更加

放心大胆地去进行违法生产!本

来就低的违法成本变得更低了!

这样一来!保险费成了企业购买

安全生产事故的'通行证$!保险

政策反倒成了企业违法生产的

'定心丸$"

其次!安全生产部门的监管

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不能认为

参保的企业就可以不用进行监

管了或是可以少进行检查了" 安

全互动政策只是安全监管'组合

拳 $中一个 '新招 $!只是安全监

管的一种辅助手段!需要与保险

机构等专业部门进行深入研究

与落实!它的效果有待试行实践

来验证!期望值不能过高" 只有

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强化安全检

查与监督!才能督促企业减少违

法行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与整

治 !避免安全生产事故 !才能从

源头杜绝可能威胁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的重大突发性安全事故

的发生" 这也合乎安保互动政策

的试行初衷与制度要义"

只有在后续制度上细化再

细化! 安全监管上强化再强化!

才能使安保互动制度取得期望

的效果 !才能使 '企业违法生产

获利 !事故损害大家埋单 $的现

状不再持续下去" !王东照"

安保互动
莫让保险成%包险&

校舍安全工程问题
可举报

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
小组办公室+简称全国校安办,和各
省级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办公室分
别设立了监督举报电话"负责受理%

调查并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 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
全 国 校 安 办 监 督 电 话 为

#"# *

&&#+,#"+

" 河南省监督举报电话为
#%!"*&+&+"$(!

&

教育部副部长% 全国校安办主
任鲁昕表示" 组织实施好校舍安全
工程是一项限时保量必须完成的政
治任务"是一项人命关天的工程"是
一项*等不起$的工程&

全国校安办表示" 监督举报的
重点是'是否完成工程目标和任务"

是否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规范"是
否落实工程资金并规范管理" 是否
建立信息公示制度等&

全国校安办承诺"一旦发现诸
如没有对现有校舍进行逐栋排查
和鉴定%出具鉴定报告的机构不具
备专业资质"没有按照重点设防类
标准和综合防灾要求加固改造和
建设校舍"工程实施中存在严重的
质量问题 "发生挤占 %挪用 %截留 %

套取工程资金等重大问题"可通过
拨打当地监督举报电话向校安办
直接反映"当地校安办将根据举报
线索予以调查核实并依据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对重大问题"在向当
地校安办反映的同时"还可向全国
校安办举报"全国校安办将进行重
点核查和处理& !据'新京报(" 持续的高温挡不住石油人夺油

上产的步伐" 在河南油田井下作业处

开展的'保油上产&大干百天$大修作

业会战劳动竞赛中!特种作业工程一

部发扬攻坚啃硬的顽强精神
-

战高

温&斗酷暑&保安全!加强压裂技术准

备工作 !认真做好压前工程 &配液和

设备调试 !精心制订每个区块 &每口

井及每个井段的技术方案!有效保证

了压裂进度的提高" 图为
!

月
"%

日!

高温下井下作业处特种作业工程一

部职工正在调试压裂设备!确保设备

平稳运行"

张明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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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火车站坍塌事故
((

名责任人被处理
记者

!

月
"&

日从朔州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获悉"朔州火车站*

'

-

!

$

施工坍塌事故原因已查明"该起事故
共处理相关责任人

,,

名" 涉及市建
设局%质监局和工程建设%施工%监理
等

""

个单位&

'

月
!

日" 朔州火车站站房改造
扩建工程发生施工坍塌"造成

!

人受
伤& 此起事故为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工
程事故"朔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对此起事故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市安
监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联合调查
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经事
故联合调查组认真调查"查明*

'

-

!

$坍
塌事故是一起由于使用不达标准的
扣件%钢管而造成的责任事故&

!据'山西晚报("

义煤集团
水泥公司通勤班车%十二严禁&保安全

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