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督导 排查问题隐患

淮阳区安委办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为
深入学习贯彻国家、省、市安全生产
会议要求，3 月 31 日下午， 淮阳区
安委办主任， 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
记、 局长崔华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
项督导行动部署会， 成立 4 个督导
组， 由局班子成员带队对全区重点
行业、领域开展专项督导行动。

督导组分别到区商务局、区自
然资源局 、区发改委 、区产业集聚
区等单位和危化、燃气、塑编、风能

发电等企业进行督导（如图）。 督导
组一方面认真查阅资料，检查各单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与相关人员深入座
谈，了解他们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先
进经验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
面实地查看作业现场， 深入车间、
工地等一线，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 、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情况。

截至 4 月 2 日， 督导组共发现

问题隐患 17 条，涉及消防、仪器仪
表、安全防护、培训教育、责任落实等
方面，区安委办已对责任单位下发督
办通知，明确整改问题、整改措施、整
改责任。

下一步，区安委办将持续跟进隐
患整改，确保隐患闭环管理，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行动，将思想和
行动自觉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部署上来，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督导作
用，提升全区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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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凯）
4 月 1 日上午， 市应急管
理局召开党委 （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

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

示及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会议由市
安委办主任，市应急管理
局党委书记、局长谢超主
持。 局机关班子成员、科
室负责人及二级机构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李

克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宣
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
鹤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上提出的严格

落实地方党委安全生产

责任、严格落实地方政府
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
部门安全监管责任、严肃
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

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
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

任、立即深入扎实开展全
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牢牢
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
严厉查处违法分包转包

和挂靠资质行为、切实加
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

人员安全管理、重拳出击
开展“打非治违”、坚决整
治执法检查宽松软问题、
着力加强安全监管执法

队伍建设、重奖激励安全
生产隐患举报、严肃查处
瞒报谎报迟报漏报事故

行为，以及统筹做好经济
发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工作等进一步强化安

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15
条措施。

会议指出，中央和省
市领导近期对安全生产

工作作出了系列重要安

排和部署，这是全市应急
管理工作的行动指南，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市安委办
要发挥好综合协调作用，
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

拿出具体工作方案，确保
工作落实、落细。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
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的

政治责任 ， 坚持人民至
上 、生命至上 ，时刻保持
如履薄冰的警觉，守好自
己的“责任田”。 要全面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根据
我市的实际出台严厉的

安全生产措施，做到依法
执法 、科学执法 ，统筹好
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杜绝
宽 、松 、软及有选择式的
执法。

就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要求，要真抓、真
管，不搞形式、不走过场、
不敷衍应付，坚决克服和

杜绝安全生产工作领域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要常抓、常管。 要以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为抓手，把
安全生产变成常态化工作进行推进，防微杜渐，避
免时冷时热、时紧时松、麻痹大意甚至将安全生产
工作束之高阁。要实抓、实管。行百里者半九十，安
全生产工作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坚
决从实际出发，面对问题立行立改、令行禁止，杜
绝以文件落实文件、重部署轻落实的工作作风，切
实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要严抓、严管。 必须
严格履职、严格监管、严格考核、严肃问责，起草常
态化考核办法，将中心工作纳入其中，实行积分评
比制，深入乡、村实地考核问效，将安全生产工作
抓出实效。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全市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

作的汇报。 该局党委委员和相关科室负责人在会
上进行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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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打通安全生产监管“最后一公里”
谢超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时强调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4
月 4 日上午，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
记、 局长谢超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
议（如图），传达市委相关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各县
市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及当日

三级值班人员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谢超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
毫不放松地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要增强警醒意识，吸取历史
经验教训， 确保疫情过后复工复产
工作安全有序，严防因超负荷、赶工
期生产等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谢超要求，要迅速贯彻落实全
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15 条措施。各地
要根据 15 条措施，开展风险研判评
估，不等不靠，认真谋划，综合本地
实际制订工作方案，列出清单，压实
责任，推动工作落实、落细。 要加大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 全市的安
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目前位居全省

第一方阵， 受到省厅主要领导的肯
定， 但是， 安全生产不可能一劳永
逸，成绩只属于过去，全市应急管理
系统要戒骄戒躁，拉高标杆，敢于执
法，敢于用法，杜绝只执法不处罚、
只处罚不问责的监管方式。 要加强
考核问效， 坚持日常考核和年度考
核相结合，突出结果导向，将安全生
产工作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实
现无死角、全覆盖，切实打通安全生
产监管“最后一公里”。

会议还对全市防汛应急预案

工作及值班值守工作进行再安排、
再部署。

周口曙光救援队照亮“疫”线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近
期，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周口
曙光救援队主动请缨， 迅速集结队
员， 第一时间来到疫情防控重点区
域， 开展消杀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为筑牢防控网贡献力量。

3 月 19 日以来，曙光救援队组
织 30 余名专业消杀人员，对周口中
心城区的闫庄小学、文昌小学、第十
九中学等 30 多所中小学校及馨莲

茗苑、维也纳等 20 多个小区进行全
面消杀工作（如图）。

在消杀过程中， 消杀人员身穿
防护服， 严格按照消杀规范操作流
程和配药比例进行消杀。 他们肩背
消毒机，采用“地毯式”方式进行消
杀。伴随着阵阵“嗡嗡”的轰鸣声，一
团团白色烟雾喷散而出， 细密的消
毒液喷雾均匀地喷洒在每个角落。

曙光救援队理事长康亚丽说：

“曙光救援队是一个公益性的社会
救援组织，我们来自群众，我们的职
责就是要服务好群众。 虽然疲惫，但
想到我们是为了守护家园， 就不觉
得累了。 ”

据悉， 曙光救援队是我市应急
救援工作的联动单位， 主要参与安
全生产、防汛抗旱、水域救援等义务
救援活动，多次参与事故救援、活动
保障和疫情消杀工作。

以案为鉴 建台账除隐患

沈丘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3 月 30 日 ，
沈丘县应急管理局召开汲取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推进会 ， 该局党委书记李
彦涛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郑州“7·20”特大暴
雨灾害调查报告》， 局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共同观看相关视频。

会议指出，郑州“7·20”特大暴雨
灾害教训惨痛，是一堂沉重的反思课，
该局全体干部职工，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保持清醒头脑，认清严峻形势，全
力以赴做好应急管理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时刻做到居
安思危，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作风压紧压实各项责任措施，
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落到实处。要补齐短板弱项。要深刻
汲取教训，深入查找思想意识、体制机
制、 应急能力、 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差
距，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全
面排查风险隐患并建立台账， 突出薄
弱环节和重点部位， 逐项明确整改措
施、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要立足防
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早计划、早
部署、早行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更实举措，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能
力，确保 2022年安全度汛。

情暖应急“疫”线人
西华县成品油商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面对当前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3 月 30 日， 西华
县成品油商会到深圳花园小区疫情

防控一线，为在这里值班值守的西华
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送去火腿肠、
面包、矿泉水、牛肉等慰问品，对坚守
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表示敬意

和慰问。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 2022 年春天，疫情让我
们的生活再一次按下了暂停键， 西华

应急人舍小家、顾大家，不畏艰险，24
小时值班值守，帮扶小区困难群众，为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商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将爱心传
递到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应急人手中，
助力疫情防控。 ”商会相关负责人说。

西华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纪

志宏表示 ，一箱箱的物资 ，不仅仅体
现了商会对应急人的关心，更展现出
新时代商会的担当与作为，也为这场
战“疫”增添了温暖和感动。

汛前检查 确保河道安全

扶沟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为做好 2022
年防汛准备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3月 30日，扶沟县应急管理
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卫东带队到贾鲁
河、双洎河检查河道安全、防洪排洪等
工作。 县防汛办相关人员参加检查。

检查组到贾鲁河、双洎河实地走
访查看，重点检查河道管理范围内是
否存在向河道倾倒垃圾、渣土等固体
废弃物及其他影响河道行洪排洪，危
害河岸稳定、河坝安全的行为。

陈卫东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拧紧思想发条，
立足“防大汛、抗大灾 、抢大险 ”工作
要求，扎实做好防汛前期的各项准备
工作。 要充分储备好防汛物资，强化
应急保障 ，加强巡查值守 ，切实抓细
抓实汛前各项准备工作。 要采取有效
措施推进河道整治和配套建设，进一
步提高综合防御能力，做好防汛各项
准备，迎接可能出现的大洪水和强降
雨，确保安全度汛。

严格对标 补齐安全短板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4 月 1 日，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党委 （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以及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该局班子成
员及中层以上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精神，并开展了座谈研讨。
会议要求，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

精神， 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要求，狠抓安全生产 15条措施
落实落地， 深刻汲取近段时间事故教
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基本盘，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 ， 要逐项对照15 条措

施，梳理存在的短板弱项，制订落实方
案和落实台账，补齐体制机制的短板。
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在做好
安全生产“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和
百日攻坚活动总结的基础上， 按照企
业自查、部门检查、政府督查的环节步
骤，在全市各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全面排
查， 对查出的隐患盯死盯牢、 抓住不
放，确保实现隐患消除、问题解决、责
任落实的目标。 要针对近期安全生产
的特点，围绕交通安全、家庭安全、消
防安全等开展安全生产进万家活动，
营造良好的安全舆论氛围，有效夯实
社会安全基础 ，筑牢安全防线 ，以持
续稳定向好的安全生产形势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肩双责 防疫情保安全

太康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为确保疫情
防控期间不出现安全生产事故， 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4
月 4 日上午， 太康县应急管理局召开
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安
排部署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

作， 提前谋划疫情解封后的复工复产
工作。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冯素梅主持
会议。

冯素梅指出，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
关键期， 全县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停工
停产， 致使部分关键岗位安全生产人
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安全风险增加、
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排查； 疫情防控卡
点、 集中医学观察点和隔离点带来新
的安全风险和安全隐患。因此，必须要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冯素梅强调， 面对复杂的疫情防

控形势、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越是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越不能忙中添
乱、忙中出错，绝对不能出现安全生产
事故，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这根弦。一是在全局成立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检查、物资保障、应急处置专
班，明确职责分工，落实责任到人，灵
活办公方式，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各
项工作有序稳步推进。 二是积极引导
本辖区、 本部门企事业单位做好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对工贸、危化
品、涉氨制冷、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
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提醒，对拒不
执行整改指令的依法依规严格执法。
三是指导疫情防控卡点、方舱医院、集
中医学观察点和隔离点等场所开展安

全检查，发送提醒函，严防漏管失控，
消除安全隐患。

●4 月 6 日， 春新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向淮阳区委政法委、区应急管理局捐
赠抗疫生活物资。

●4 月 2 日， 扶沟县应急管理局组
织全局同志在县应急物资仓库院内针

对新购进的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及其他
类应急救援装备开展操作演练。

●4 月 2 日上午 ，太康县应急管理
局在网格社区马武楼村疫情防控卡点

召开现场办公会， 传达上级有关疫情
防控工作的最新安排部署 ， 并对网格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
强调。 该局党委书记、局长冯素梅主持
会议。

●为做好今年的防汛备汛工作，近
日，项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
5个督导组对全市汛前准备各项工作进
行了督查。 （记者 王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