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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管理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
民。

二、应急管理部门的根本任务：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

三、应急管理工作纪律：统一指挥，政
令畅通，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

四、应急管理人的工作状态：应急状
态、临战状态、战斗状态。

五、应急管理系统领导“八个带头”规
定：带头讲政治、带头守规矩、带头勇担
当、带头强本领、带头讲团结、带头树正
气、带头严自律、带头转作风。

六、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八个必须”
行为规范：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必须保持应急
状态、必须认真值班值守、必须坚决服从命
令、必须掌握基本业务、必须发扬优良作
风、必须严格请示报告、必须严守各项纪律。

七、应急管理人的价值取向：把党和国
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八、应急管理人的职业品质：担责、担
难、担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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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单位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冯营
石灰石矿）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台马
沟赤泥库）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尾矿
膏体库）

中铝中州铝业
有限公司（大南
爻尾矿库）

1.国网焦作供电
公司
2.马村区武王街
道北孔庄村委会

隐患情况

1.矿山只配备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2.没有建立特种
作业人员台账。3.卸矿口缺少风险告知牌、安全警示标志。
4.配电房只配备1具灭火器，数量不足。配电柜内母线排裸露，无
防护措施。

1.坝体外坡面局部出现沼泽化。2.子坝构筑前，未清理坝肩与山
坡交界处岸坡杂木荆棘乱石就进行筑坝，不符合规程要求。3.放
矿工郝胜利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4.放矿工持证人员
4人，在运行尾矿库按照3座算，持证放矿工数量明显不足。5.临
时工棚不应搭设在坝肩上。6.放矿工未按照要求配备强光手电
筒。7.坝面排水沟个别排渗管或长或短，排水未经排水沟排出。
8.外坡面马道排水沟、坝肩截水沟局部断裂、淤堵。

1.风险告知牌、安全警示标志老化，标识不清。2.平地库东部外坡
面冲沟较多。3.6区库内水位标尺不清晰，未标识正常水位、洪水
位等。4.坝体外坡面排水沟、马道排水沟、坝肩截水沟等局部断
裂、淤堵。5.膏体库坝顶未按照要求安装照明设备。6.膏体库顶
部在线监测、工业视频系统网络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7.视频
网络系统历史数据仅能查阅7天数据，不能满足要求。

1.尾矿堆存现场缺少安全警示标志、风险告知牌。2.卸矿平台未
安排专人管理车辆运输、卸矿。3.卸矿平台坡顶线不整齐，且未设
置安全车挡。

马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境内的110千伏Ⅱ韩金线18－22号杆、
13－15号杆线路保护区内种植的500棵杨树已碰触导线，严重危
及该线路安全运行，形成重大隐患。

发现时间

2019年7月2日

2019年7月3日

2019年7月3日

2019年7月3日

2017年4月

企业
整改负责人

蒋涛

蒋涛

蒋涛

蒋涛

国网焦作供电公
司总经理李大鹏

负责督办
主管部门

马村区安阳城
街道办事处

修武县
七贤镇政府

修武县
七贤镇政府

修武县
七贤镇政府

市工信局

属地政府
整改负责人

马村区安阳城
街道党工委书记

贺智勇

修武县
常务副县长

千怀贵

修武县
常务副县长

千怀贵

修武县
常务副县长

千怀贵

马村区
副区长
朱兴家

整改情况

正在整改

正在整改

正在整改

正在整改

未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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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闻评）近日，《中
国应急管理报》、大河网等媒体相继报
道了我市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全生产
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中的成功做法，其精髓在
于让所有员工切实参与到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中，解决了以往企业规章制度
落实与员工不能有机结合这一“老大
难”问题。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省级
示范企业，该公司选择利用信息化平
台，依靠人机结合来提高风险辨识和
隐患排查效率。该公司建立的双重预
防体系安全管理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
开展风险评估，实现隐患排查、整改、
复查闭环管理。此系统分为风险辨识管
控、隐患排查治理、预警预测分析三大
部分七个模块，一线员工通过手机APP
随时可对现场不安全因素拍照上传，
后台进行任务分发，让员工及时了解
本岗位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以及防范
措施，从而全面排查存在的问题。

在系统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该公司的风险统计及分析、隐患查改
统计及分析情况，并按照分厂、车间
划分，显示不同部门存在的风险及隐
患整改情况。借助这一智能手段，该
公司实现了风险可视化、信息化和数
字化管理，达到全员参与、部门联动
和层层管控的目的。

员工参与度问题也是风神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关注的重点。推出“保命
条款”与“状态看板”是该公司采取
的高招。

在该公司的岗位风险标识牌左
侧，有一列标识十分引人注目，名为

“保命条款”。该条款共七条，条款内
容是基于生产流程中发现的风险与隐
患总结而成的，取名“保命”是为了
提高员工的重视程度。该公司还立有
一个员工状态栏，采用“四种状态、
五种错误”员工状态分析法，通过员

工在班前会主动对自身的状态进行回顾和分享，提醒员工自己和工
友处于不利于安全工作的状态，而企业也根据员工的状态及时合理
安排员工生产任务，并对思想状态异常的员工采取“一对一安全谈
话”“BBS安全行为观察”等方法，消除员工异常状态，保障工作
安全。

据了解，上述两家公司也是前不久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省级标杆提名企业。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河南省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方案》，
当前正处于“扩大示范”阶段。我市将在以上述企业为代表的全省第
一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标杆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示范范围，为
实现各种类型企业全覆盖、市县整体推进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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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如何
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我认
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以落实责任为抓手，抓实抓好安
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一、落实各级责任，构建安
全生产责任网

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
作，推动责任落实是关键。一是
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各级
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一把
手”领导责任，始终把安全生产
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要牢固树立

“保安全就是保发展，保安全就
是保民生，保安全就是保稳定”
的意识，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以
求真务实的作风，全面提高安全
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水平。二是
压实部门监管责任，按照“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监
管职责，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责任落实体系。三是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
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切实把各类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二、落实预防责任，构建双
重预防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易发
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
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性工作机制，防止风险演变、
隐患升级引发安全生产事故，推

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一是建
立政府领导有力、部门监管有
效、企业责任落实、社会平稳有
序的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格局。二
是在危化企业做好双重预防机制
的基础上，全县要选出18家一般
企业作为标准化建设样板供全县
企业参考借鉴。三是相关部门在
日常执法检查中，增加对试点企
业双预防机制建设进度情况专项
抽查，督促企业完成建设任务。
目前，全县大部分试点企业有效
地推进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三、落实网格责任，构建应
急管理保障网

实施基层安全生产监管和应
急管理网格化监管，可以使监
管体系延伸到最基层，协助打
通 安 全 生 产 监 管 和 应 急 保 障

“最后一公里”，提升全社会安
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构建全
面覆盖、齐抓共管的应急管理工
作新格局。一是全县制定了《基
层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办法》，
划分管理网格，明确任务，建立
县、乡、村三级管理网格体系，
进一步明晰和强化了安全生产工
作责任，充分发挥了群众参与监
督的作用。二是与 11 个乡镇
（街道）和58个县直单位签订了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并将安全
生产工作列入县委、县政府对各
乡镇 （街道）、各单位的年度重
点工作管理考评的重要内容。
三是在温县网格化管理监督指
挥中心建立安全生产和应急管
理网格化管理模块，录入安全
生产和应急救援基础数据，为
安全生产管理和应急保障工作
夯实基础。

从落实责任入手
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

温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 宁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7月8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
显在市应急管理局调研时强调，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以及应急管理的重要论
述，增强责任意识，强化使命担
当，全力跑好新时代应急管理事
业“第一棒”，确保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平稳，护卫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连日来，我市应急管理系统
的广大干部职工迅速掀起学习徐
衣显市长调研讲话精神热潮。全
系统上下一致表示，要从讲政治、
惠民生、促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
深刻理解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
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发扬“第一棒”的精神、跑出“第
一棒”的姿态、展现“第一棒”的
作为，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市政府安委办第一时间下达

了《关于印发徐衣显同志在应急
管理局调研座谈会上讲话的通
知》，市应急管理局当日向全系
统传达了徐衣显的讲话全文。各
县 （市） 区和有关部门结合本
地、本单位的实际迅速作出安排
部署，表示要将徐衣显市长的讲
话精神落在实处。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表
示，抓住国家应急管理体制重塑
机遇，着力构建“统一领导、权
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全市应急
能力体系，推动应急管理从安全
生产监管向安全生产、自然灾
害、应急救援“一体化”综合协
调转变。

市公安局负责同志表示，要
把排查整改隐患摆在重要位置，
以全省部署从7月份开始到10月
底结束的“防风险、除隐患、保
平安、迎大庆”攻坚行动为主
线，深入检查排查，全力保障安
全稳定。

温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宁表示，要健全“政府领导、
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县乡为
主、司法强制”的工作机制，严格
贯彻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和“五
个一批”要求，坚持铁腕施治、重
典治乱。孟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陈
明军表示，要继前阶段“大暗访、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之
后，全面开展新一轮拉网式安全隐
患大排查，确保隐患排查整治不
断档、安全风险防控不断档、安
全生产重点工作不断档。

市防汛指挥部表示，要围绕
汛期安全严密防范，科学研判灾
害性天气发展形势，深入排查、
辨识、评估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和危害因素，提前采取针对性管
控措施，落实防灾减灾救灾物资
和救援队伍，坚决防范泥石流、
山体滑坡、尾矿溃坝、城市内涝
等灾害发生，确保安全度汛。

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委许志强

表示，加强应急值守检查和指挥
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
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或重大事
故，能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市地震局局长张立军表示，
要充分发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
等部门的监测体系作用，进一步配
强装备，完善功能，提高预警预报
水平，当好群众的“守夜人”。

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谭延军表示，安全生
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是新形势下推动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的重大举
措，是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治本
之策，通过全面辨识风险、分级
管控风险，排查整治隐患、减少
消除隐患，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
全水平。

焦作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王爱军认为，要加强法治宣传教
育，加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典

型案件曝光力度，努力营造“不
能违法、不敢违法、不愿违法”
的安全法治环境。

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建虎表示，今年是应急管理
部门组建到位后全面履职的第一
年，党和人民把新时代应急管理
事业的“第一棒”交到我们的手
中，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把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环
境，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站在讲
政治、顾大局、保安全、促发展
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当前特殊
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苦干实干投身护佑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崇高事业，确保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市应急管理局干部职工说，
应急管理工作不是普通职业，是
一项365天每天24小时坚守的工
作，要甘于牺牲奉献、默默付
出，尽心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全力跑好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的“第一棒”
市应急管理系统深入学习徐衣显调研讲话精神

昨日下午，全市“学徐州扬州、促转型发展”辩论赛市直组初赛第一轮第二组第八场在市应急管理局和市发改委
间展开。正反双方就“实现焦作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同观点进行
辩论，最终市应急管理局获得该场辩论赛的胜利。图为辩论赛现场市应急管理局辩手在发言。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记者从省
政府办公厅获悉，全省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现场推进
会议于 7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我市召
开。

据了解，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
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重要部署，
总结上半年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示范试点工作，安排
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各省辖市、
省直有关单位以及省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示范试点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防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