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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雷瑞）
4 月 12 日下午， 淮阳区在区应急管理
局会议室召开工贸行业双重预防体系

专项执法检查动员会。 区安委办相关
人员、各乡（镇、办、场）安监站站长、区
应急管理局相关股室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应急管理局印

发的 《全市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专项执法检查工

作方案 》，下发了 《全区工贸行业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专项执法

检查工作方案》， 对重点工作任务、实
施步骤、工作要求进行了细化部署。

区安委办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连和旺强调， 要充分认识本次专
项执法检查对全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的重大推动作用， 分管领导要带头抓
落实。 要认真学习理解执法标准，明确
检查内容，规范执法程序，为推进全区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提供执法

保障。 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
工作，做好企业“服务员”，以高水平安
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范
伟彦文/图 ） 为提升全县应对汛期
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应急救援能

力，4 月 10 日，扶沟县应急管理局组
织干部职工、应急救援队 30 余人和
3艘船只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如
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打得赢。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陈卫东宣布 2022 年水上应急救
援演练活动启动。

演练现场， 救援人员利用冲锋
舟、橡皮艇，进行编队、原地停靠、搜
救、 自救以及抛投救生圈等科目的
演习。 陈卫东在点评时强调，汛期即
将来临， 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
灾，严肃防汛纪律，密切关注雨情、水

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
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准备工作，强化防
汛抢险队伍建设， 确保认识到位、责
任到位、预案到位、措施到位，随时准
备迎战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

据介绍，通过此次演练，检验了
全县应急救援队伍应对水上突发事

件的反应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

������2022 年 3 月 31 日上午 ， 带着
领导的嘱托和沉甸甸的责任， 市应
急管理局四级调研员王作亮和我以

及其他兄弟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乘

坐大巴车直奔太康县。
进入太康县城后， 以前只是在

电视上看到过城市按下 “暂停键 ”
的画面， 这回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
我的眼前。 宽敞的大街上除了负责
防疫的人员和过往的救护车外看不

到人头攒动的景象， 这种弥漫着紧
张气氛的安静给人以压迫感， 我想
这种安静就像平时活蹦乱跳的孩子

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需要我们的关
心和爱护。

当车停在太康县委、 县政府门
前广场时， 我看到广场上整齐地停
放着来自商水、 郸城、 沈丘、 鹿邑
等县紧急支援太康的医疗大巴车 。
广场上医护人员紧张地忙碌着， 他
们有的从大巴车上奔走到接送车辆

上， 有的在搬运物资， 有的穿着严
密的防护服围站在一起商讨着工

作。 真正觉得这安静中的一块热闹
地是我们战胜疫情的突破口， 因为
这块热闹地凝聚着人心相向的共同

目标， 汇聚着我们战胜疫情的不竭
力量， 我很荣幸能加入他们。

我们领取防护物资后， 直奔毛
庄镇杨庄行政村魏楼自然村疫情封

控区。 此时， 杨庄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杨海新在封控卡点正等着我们 。
杨海新告诉我们， 目前杨庄行政村
所有村民已做完 9 轮核酸检测， 除
了刚开始确诊的 2 例外， 没有新增
病例。

没过多久， 镇里派驻的干部刘
欣来了。 在交谈中，我确实了解了基
层党员干部在与疫情抗争中做了多

少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 为村民讲
政策、解难题、做思想工作……刘欣
和杨海新一家一户有针对性地开展

工作，解决群众的思想和生活问题。
基层干部用心 、 用情的工作态度 ，
广大人民群众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
心里， 抗疫工作得到了大家的积极

配合。
刘欣向我讲述了她印象深刻的

一件事 。 在一次做群众安抚工作
时， 有位大妈反而安慰刘欣说大家
都理解， 党和政府投入这么多人力
物力财力保障群众的安全， 她们会
安心在家隔离， 还表示要让医护工
作者穿戴好防护服后再给她们做核

酸检测， 不能让医护工作者和志愿
者冒风险。 很多居民在做完核酸检
测后都主动说 “谢谢” “你们辛苦
了” 之类的话， 整个检测过程秩序
井然。是啊！我看到的和刘欣经历的，
让我不禁感慨人民群众在大是大非

面前眼睛是明亮的，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不竭

动力、磅礴力量。
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工作者的

故事， 温暖人心、 激励奋进。 我感
动于像刘欣、 杨海新一样的广大基
层党员干部面对疫情勇于担当 、服
务基层、持续战斗的精神，他们自疫
情暴发以来每天吃住在岗位， 深入
最前线， 将问题解决在一线， 真正
经受住了时间和困难的考验； 感动
于万千不留姓名的平凡的医护工作

者白衣执甲直面疫情， 他们在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书写着冲锋向前的英

雄故事， 诠释着新时代医护工作者
的职业精神 、 奉献意识 、 为民情
怀； 感动于各行各业、 各年龄阶段
的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他们胸怀大
局， 积极响应号召， 将自身能量充
分发挥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描
绘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我的精彩画

卷； 感动于太康县人民群众对党和
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很好
地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 坚持党
和政府有要求 、 广大群众有行动 ，
奏响了新时代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

凯歌……
这些是我们完成一切工作、 战胜

一切困难的宏伟力量， 我们也必将刺
破疫情的阴霾， 迎来属于我们团结奋
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光明前景。

（记者王凯整理）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刘永平 文/图）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坚持一
手抓应急保障、 一手抓安全防范，
同步推进、 主动作为、 服务大局，
在疫情大考中践行应急人的责任担

当。
据介绍，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联

合市消防救援大队、 市融媒体中心
对全市疫情防控备用集中隔离点逐

个进行安全检查， 实地检查隔离点
消防设施、 消防通道以及电器设备

安全等， 并对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
进行了抽查， 对查出的安全隐患立
即向辖区政府、 物业单位进行了交
办； 向各隔离点发送了安全生产提
醒函，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确保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使用安

全。
据了解， 为保障各疫情防控点

的值班值守，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主
动作为， 通过向上级申请、 紧急购
买等方式， 购置帐篷近 400 顶， 安
排专人协调车辆紧急运输， 连夜分

发， 专人指导搭建， 及时将帐篷运
送到各防控点， 为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了物资支持。 为做好居家隔
离人员的物资保障工作， 项城市应
急管理局志愿者在分包的百家苑小

区， 对外地返项居家隔离人员每天
两次上门询问、 室外消毒、 了解居
家隔离政策执行情况， 询问是否需
要代购生活用品 （如图）。 7 名志愿
者日夜轮流值班值守， 向小区群众
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增强群众的自
我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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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4
月 12 日，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谢超到西华县、扶沟县调研森
林防灭火、防汛等工作。他强调，要
强化应急准备，进一步提升火灾应
急处置能力， 积极推进完善防汛、
应急避险等各项预案的修订。

在西华林场， 谢超检查了防
火、应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
作，听取林场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
报。 他要求，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灭
火工作的重要性， 尤其是春季，大
风天气频发，气候干燥，务必加强
林区火源管控，加大对林区重点部
位、 重点人群的巡查管控力度，织
密织牢防控责任网，杜绝麻痹大意

思想。
在西华县应急物资仓库，谢超

要求， 要加强应急物资的日常管
理，丰富物资储备种类，做好各种
物资的入库、出库统计工作。 要扎
实做好各项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加强实战化演练，突出演练的实用
性、针对性、科学性，加强基层“一
站两员”建设，做好人员培训，保证
关键时刻基层信息上报的精准性。

在扶沟县，谢超听取了扶沟县
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卫东
关于全县应急管理、 执法检查、防
汛等工作的汇报。谢超对扶沟县各
项应急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强调，扶沟县应急管理工作经受住

了去年的洪水考验， 锻炼了队伍、
提升了能力，下一步，要以能力作
风建设为抓手，将应急管理工作向
基层延伸，打造“短平快”的应急指
挥体系。 要加大执法力度，摸清底
数，实行清单化管理，制定常态化、
有实效的工作机制，打通安全生产
监管“最后一公里”。要制定和完善
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不打乱仗，
尤其是村一级的应急预案要简单

易懂，能让群众明白，启动迅速，操
作性强，突出预案的实用性和科学
性，切忌经验主义。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李玉祯，副局长晋瑞英，西华县、
扶沟县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 讯 （记 者
王凯 ） 4 月 8 日 ， 市
应急管理局在收听收

看全省危险化学品安

全风险集中治理暨双

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

设推进视频会后 ， 立
即召开会议 ， 对全市
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

治理和工矿商贸行业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

作进行安排和部署 。
市安委办主任 ， 市应
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
局长谢超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首先传达了

《全市工矿商贸行业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专项执法检

查工作方案》， 通报了
全市 1—3 月份执法检
查情况。

谢超指出 ， 全市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治理工作开展以来 ，
各级各部门积极响应，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
但在思想认识 、 统筹
推进 、 违法违规打击
以及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问题 ， 在今后的工作
中 ， 要进一步细化目
标 、 明确责任 、 强化
措施 ， 推进危化品安
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

稳步开展。
就持续推进全市

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和

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
谢超要求 ， 要完善落
实危化品协调推进机

制 ， 充分发挥市安委
办和危险化学品专业

委员会的职责 ， 整合
相关部门力量 ， 形成
工作合力 ， 共同推动
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
要推进危化品双重预

防体系数字化建设 。
按照全省工作部署 ，
积极推进危化品领域

双重预防体系数字化

建设， 年底前实现重大危险源企业线上平
台和政府端互联互通， 提高监管效率。 要
把好行政许可关口 。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
标准规范要求， 对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企业
不予许可， 坚决杜绝 “打擦边球” “带病
发证”； 对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做好
服务，及时发证，为优化营商环境添砖加瓦。
要切实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加强业务知识学
习，提高执行能力，帮助企业解决“不懂不会”
问题。要严格行政执法，对突出的违法违规行
为要加大打击力度，防止执法“宽松软”。

关于加强工矿商贸行业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 谢超强调， 要进一步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水平， 充分认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在
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中的重要意义， 克
服厌战心理， 以坚定的态度、 过硬的措施、
扎实的作风， 积极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对照法律法规
和 “五有” 标准要求， 高质量建设和应用
双重预防体系。 要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认真梳理工矿商贸行业在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和应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建立问题台
账， 明确整改措施，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
执法检查 ， 分阶段完成全覆盖执法检查 ，
使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真建真用。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朱玉柱）
疫情不结束， 监督不放松。 驻市应急管理
局纪检监察组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监督首责， 督促制度
落实， 督促驻在部门压实责任、 科学谋划、
统筹兼顾， 做到疫情防控和日常监督工作
两手抓、 两不误。

驻局纪检监察组第一时间督促市应急

管理局领导班子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 以及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具
体要求，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统一思
想， 凝聚共识， 推动局机关和二级机构疫
情防控和日常监管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驻局纪检监察组疫情防控与纪检监督

“两促进”。 围绕局属二级机构全员核酸检
测、 体温测量、 正确佩戴口罩、 每日消毒
防疫、 扫码登记等工作， 先后到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 市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等场所实
地检查， 督促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不定期
检查干部职工上下班工作纪律情况， 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纠正、 即知即改、
监督整改， 督促大家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驻局纪检监察组
通过电话询问、 线上监督等方式， 对以案
促改、 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进行督促提醒、
传导压力。 “驻局纪检监察组将进一步加
强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工作的监督检查， 为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落实应急管理各项

要求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驻局纪检监察
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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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到西华扶沟调研森林防火防汛工作

谢超（右一）在西华林场调研森林防灭火工作

驻局纪检监察组

防疫监督两不误

项城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疫”线

扶沟县应急管理局水上演练

编者按：
今年 1月，杜军磊从部队光荣退役，转业到市应急管理局工作。 从军人到

应急人，杜军磊退役不褪色，不仅在应急事业上兢兢业业，而且主动请缨，深
入太康抗疫一线。 在太康县的日日夜夜里，抗疫一线的点点滴滴让他体会到
了大家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豪情，坚定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胜利必定属于我们的信心！

一位应急人的“疫”线日记

淮阳区

召开工贸行业双重预防体系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动 员 会

安全知识讲堂

������春风吹拂，天干物燥，此时正是
火灾事故多发季节。 为减少春季火
灾事故的发生， 春季外出郊游时大
家务必树立防火意识， 远离火灾威
胁。

1.外出郊游 、踏青时不要乱丢
烟头，要远离野草较多、树木繁盛的
地方， 避免一旦用火不慎引起树林
火灾。

2.春季很多家庭会到户外进行
烧烤， 但大家在享受明媚的春光时
要管理好火源， 聚餐活动结束后要
反复确认是否将火源完全熄灭；要
管好小孩，切忌玩火取乐。

3.要注意天气变化 ，切忌在大
风天气户外用火， 一旦发生意外及
时报警求助。 （记者王凯整理）

春季户外踏青

防火牢记心中

应急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