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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我市工贸行业“防风险、除隐患、保
平安、迎大庆”集中行动县（市）区交叉执法检查联络员
会议召开。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巧云、韩寿山参加会
议。

●8月19日下午，市“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
迎大庆”行动集中办公联络员召开周协商会议。市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集中办公统筹协调组副组长杨波涌参加会
议。

●8月21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召开全市公共文
化领域安全工作暨重点工作任务部署会议，对“防风险、
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

●8月22日下午，焦作市“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商场超市警示教育培训会在市会议中心举
行。来自各县（市）区商务部门、各大商场超市相关负责
人等近70人参加了培训。

●8月19日，修武县召开“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攻坚行动工作推进会，对“防风险、除隐
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及成立工作组集中办公等重点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本报记者 张 鹏

焦作市生产安全事故与隐患举报方式

焦作市应急管理局
值班电话：（0391）3569520
传真：（0391）3569522
举报投诉电话：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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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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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鹏）“7·19”义马气
化厂重大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市委书记王小平第一时间批示：要认
真领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精
神，结合我市实际，认真排查安全生产领
域各种隐患，特别是危化企业要作为重中
之重，要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落实责
任，确保大局安全稳定。市委副书记、市

长徐衣显亲自带队，深入危险化学品、人
员密集场所、非煤矿山、尾矿库、油气管
线等重点行业领域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市政府办公室结合我市实际，印发
《焦作市深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
大庆”行动方案》，对5个专项行动、14个
重点领域集中行动的重点任务、责任单位
和有关要求进行了明确。

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 10 个专项工作
组，抽调10个重点部门的精兵强将进行集
中办公，并建立了日会商、周协商、月通
报、集中办公日考勤、案件交办等制度，
确保集中行动扎实有效开展。

截至目前，市集中行动工作组下发集
中交办通知书 5 份、交办重大隐患 22 处；
对省集中行动工作组交办的 2 处安全隐

患，组织相关行业工作组积极督促落实，
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
落实”，并按要求及时上报整改进度。全市
各级各部门共检查企业5855家，排查一般
隐患4196处、已整改3700处（其中重大隐
患22处，已整改13处），停产整顿生产经
营单位43家，关闭取缔5家，约谈单位16
家，通报4家，下达整理指令书205份。

以铁的纪律、铁的手腕
落实责任 确保大局安全稳定
我市“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开局良好

本报讯 （记者张鹏） 我市“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开
展以来，各单位积极行动、广泛宣传，
扩大基层一线从业人员的知晓度、参与
度，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推动“防风险
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活动向纵深开
展，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市应急管理局：围绕安全基础、冶
金行业、涉氨制冷、粉尘防爆、有限空
间作业等5个重点方面，强化执法检查和
问责曝光，开展工贸行业“防风险除隐
患保平安迎大庆”集中行动。

市交通运输局：8月20日，焦作市地
方海事局召开全市航务海事安全生产工
作推进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战国
出席会议。会上，各县 （市） 区汇报了
近期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传达

《焦作市地方海事局深入开展“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百日行
动方案》，通报了当前安全生产百日行
动等情况。杨战国就当前水上交通安全
各项工作提出要求。各县 （市） 区地方
海事处、有关水运企业和局机关全体人
员参加了会议。

市工信局：截至8月20日，我市接收
河南煤监局豫北分局移交瓦斯突出矿井
安全“会诊”、高风险煤矿安全“体检”
和集中执法等行动所查事故隐患共 486
条，共计下矿复查移交事故隐患 24 矿
次，督促449条隐患整改到位，到期隐患
全部复查整改结束，及时堵住安全漏
洞，有效提高矿井本质安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2日，按
照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委办“防
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安全
工作通知要求，马村国土分局及时组织
相关人员对小西坡村、官庄老村等地质
灾害点进行了“全覆盖、无死角”隐患
排查，并对全区进一步做好主汛期地质
灾害防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 月 20 日上
午，市住建局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全市建
筑施工“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
大庆”加压推进会。会议决定攻坚行动8
月25日开始，10月底结束；检查重点包
括危大工程、人员持证上岗、基坑、起
重机械、模架、脚手架、消防安全、临时用电、“三宝四口五临
边”、工地食品卫生以及施工现场涉及各个方面的安全管理情
况。市住建局将成立3个执法检查组，就攻坚行动企业开展情况
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组织集中执法检查，对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不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将从快从严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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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红线”一头牵着党委
政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执政
之要，也是民生之本。马村区委、
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安
全生产各项决策部署，以“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
项行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体制机
制、落实安全责任，全力以赴推动
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坚决打赢
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防范攻坚战。

抓好安全生产，必须抓住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各级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坚持区政府常务会常态化研究安全
生产工作，每季度带头深入工业企
业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问题，把
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抓好安全生产，必须抓住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这个关键。近年来，
我们按照关口前移、风险导向、精
准管理、科学预防的“精准治安”
理念和要求，积极推进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全力做好各行业 （领域）
风险辨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充分发挥焦作千业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谷堆后水泥灰岩矿
露天非煤矿山标杆企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组织召开现场观摩会、
点评会，面对面交流，借鉴学习
标杆企业的经验做法，达到了“点
上开花、面上结果”的良好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力度，建立与企业安全生
产改革联系点制度，选取焦作万
方、冯营电力、健康元等企业作为
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联系点，指
导全区规模以上企业按照“一企
一标准，一岗一清单”的要求，
明确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责
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督促其发挥
行业标杆引领作用，形成更多可
供复制成果。

抓好安全生产，必须抓住严格
执法这个关键。今年年初以来，全
区以隐患排查和“打非治违”整治
工作为重点，全区共组织690个检
查组，出动人员 2244 人次，查处
各类隐患 1505 条，治理违规违章
行为3起，责令停产停业7家，暂
扣生产许可证1个，这一系列数据
告诉我们，排查的力度和打击的力
度不能有丝毫放松。各街道、各部
门要以“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专项行动为契机，克
难攻坚，举一反三，扩大战果，将

“打非治违”进一步引向深入。同

时，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摒除重
检查、轻执法观念，依法依规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抓好安全生产，必须抓住队伍
建设这个关键。今年年初以来，区
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先后
投入资金200余万元，购买消防救
援物资装备，推进应急预案编修和
演练，着力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救
援能力。积极推进区应急指挥中心
建设，持续强化行业部门“联
治”，武装部、应急管理局、农业
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消防
救援大队等部门要协调配合，不断
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建立上下
联动、齐抓共管的应急联动机制，
有效实施“防”“救”行动，及时
消除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安全生产，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以更加扎实
有效的工作，推动全区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打造“焦东新城”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抓住“四个关键”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中共马村区委副书记、区长 杨 磊

8月17日，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技术培训室，20余名学员在参加紧急救援中“心肺复苏”项目的
培训。此次活动由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焦作市应急救援协会共同举办，旨在助力焦作公益救援。据
悉，此次培训的项目主要包括清理呼吸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15年5月25日19时30分许，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

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9人死亡、6人受
伤，过火面积745.8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2064.5万元。

二、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老年公寓不能自理区西北角房间西墙及其对应吊顶内，给

电视机供电的电器线路接触不良发热，高温引燃周围的电线绝
缘层、聚苯乙烯泡沫、吊顶木龙骨等易燃可燃材料，造成火
灾。造成火势迅速蔓延和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大
量使用聚苯乙烯夹芯彩钢板（聚苯乙烯夹芯材料燃烧的滴落物
具有引燃性），且吊顶空间整体贯通，加剧火势迅速蔓延并猛
烈燃烧，导致整体建筑短时间内垮塌损毁；不能自理区老人无
自主活动能力，无法及时自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二）间接原因
康乐园老年公寓违规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长

期存在；地方民政部门违规审批许可，行业监管不到位；地方
公安消防部门落实消防法规政策不到位，消防监管不力；地方
国土、规划、建设部门执法监督工作不力，履行职责不到位；
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31人）
对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法定代表人、院长范花枝，副院

长刘秧、马爱卿等7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鲁山县民政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刘大钢等3人以涉嫌滥用
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对鲁山县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梁凯等
20人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对鲁山县卫生局原副
局长贺文卿1人以涉嫌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27人）
对鲁山县琴台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志民，鲁山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刘文强和田汉霖、县长李会良、县委书记李留军等27人
给与党纪、政纪处分。 （市应急管理局提供）

河南平顶山“5·25”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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