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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记
者近日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自1月22日起至今，全市应急
管理系统把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工作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中之重，准确摸底排查，严
格督导检查，全面落实分包责
任制，确保了全市烟花爆竹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月 22 日上午，该局迅速
组织召开全市烟花爆竹紧急工
作会议，安排部署我市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工作。市安委办及
时向各县 （市） 区下发了《关
于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专项督查的通知》《关于全面加
强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的通知》，市应急管理系统按照
部署全面展开我市烟花爆竹安
全监管工作攻坚战。该局成立
多个督导组深入各县 （市） 区
一线，对其境内的鞭炮公司仓
库、烟花爆竹专营店以及零售
烟花爆竹封存点进行不间断安
全检查，重点抽查各库 （点）
的现场管理、应急值班值守等
情况。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
虎带队对中站区广聚烟花鞭炮
仓库、博爱县七彩烟花爆竹有
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和应急值守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张建虎要
求当地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要
做好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工
作，压实各级监管责任，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严防死守，确
保万无一失；要做好应急值守
工作，时刻保持在岗在位，确
保信息畅通，及时应对和妥善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
保生带队，对博爱县金城乡、
许良镇江陵堡村等村镇的烟花
爆竹安全监管进行督导，同时
检查了孝敬乡唐村零售点烟花
爆竹封存情况、防控措施和驻
守人员履职尽责等情况。该局
副局长张巧云带队到示范区文
苑街道永兴屯村、李万街道北
李万村查看烟花爆竹回收点的
情况，对武陟县鞭炮果品公司

仓库、任玉晓烟花爆竹专营店
和武陟县利军日杂门市部等摊
点鞭炮监管情况进行督查。该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寿山带
领督导组，对温县连晟烟花爆
竹有限公司的烟花爆竹仓库驻
守、视频监控、值班记录、疫
情防控等进行了检查，同时还
对河南亿腾食品有限公司未制
订值班计划、未落实领导带班
制进行严肃批评。该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哲明带队对温县
连晟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安全
生产工作制度、仓库出货制度
和值班记录制度执行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

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
波涌带领检查组，先后深入沁
阳市亿安烟花爆竹仓库、修武
县宏乐烟花爆竹仓库、山阳区
原烟花爆竹销售点和解放区老
丁沟民爆仓库，重点检查现场
管理、应急值班值守等情况。
在对沁阳市盛合烟花爆竹有限
公司仓库进行检查时，发现该
仓库没有管理人员和驻库人员
在岗。杨波涌当即对当地镇政
府及企业的行为提出严厉批
评，明确要求当地政府要迅速
派人24小时盯死盯牢，督促企
业对烟花爆竹仓库开展隐患排
查，企业要做好应急值守工
作，确保储存安全。

各县 （市） 区应急管理部
门迅速行动，联合当地政府督
查室认真准确核查批发企业、
长期销售点、临售点数量及各
库 存 烟 花 爆 竹 数 量 ； 各 县
（市）区迅速成立了烟花爆竹专
项督查组，每日对各自辖区内
的县、乡、村三级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仓库、长期销售点和临
售点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
向市应急管理局进行日报告。
各县 （市） 区还严格落实分包
责任制，即批发企业仓库安排
县级领导分包、长期销售点指
定科级干部分包、临售点指派
村级干部分包，并规定安全监
管人员24小时驻守。

我市强力推进
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

本报讯 （记 者张闻评）
1月24日至2月7日，全市应急
管理系统未接报生产经营性安
全生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未接报造成人员死亡失踪
的自然灾害、地质灾害。市应
急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专门成立
6 个检查工作组，对全市烟花

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等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不间断巡查。
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强化措
施，全面排查隐患，确保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春节期
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共派出
检 查 组 369 组 次 、 执 法 人 员
2984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2342家。

我市春节期间
安全生产实现零事故

75% 的 乙 醇 、 含 氯 消 毒
剂、过氧乙酸等消毒产品，在
有效灭活病毒的同时，还具有
易燃、毒害、腐蚀等危险特
性，如果使用储存不当，极易
发生火灾、中毒、灼伤等事故。

乙醇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
易燃、易挥发的无色透明液
体，其蒸汽与空气可以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
可以引发燃烧爆炸；84消毒液
具有一定的氧化性、腐蚀性以
及致敏性，与其他酸类物质混
用，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
剧毒气体，如氯气，刺激人体
咽喉、呼吸道并引发中毒；过
氧乙酸也是氧化性、腐蚀性比
较强的一种消毒产品。所以，
市民居家和复产复工企业职工
使用消毒产品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通风
在室内使用以上 3 类消毒

产品需要保证良好通风，使用
过的毛巾等清洁工具要用清水
清洗，置于通风处晾干。

2.注意使用
在使用酒精前要清除使用

周边的易燃物，使用时不要靠
近热源，避开明火，用酒精给
一些电器表面进行消毒时应事
先关闭电源；在调配和使用含
氯消毒剂以及过氧乙酸的时
候，必须佩戴橡胶手套，并且

严禁与其他的消毒和清洁产品
混合使用；过氧乙酸的消毒液
具有一定的毒性，在室内进行
喷洒消毒时，浓度不宜过高，
以免危害人体，同时过氧乙酸
对金属有腐蚀性，不能用于对
金属物品的消毒。

3.适量储存
酒精是易燃、易挥发液

体，建议购买、使用小包装的
医用酒精，单瓶包装不宜超过
500 毫 升 ， 同 时 不 要 大 量 囤
积，以免留下安全隐患，其他
消毒产品也要适量储存。

4.安全存放
消毒产品应储存于阴凉通

风处，远离明火、热源，避免
阳光直晒。酒精容器应当首选
玻璃或专用的塑料包装储存，
并且有可靠的密封，同时尽量
不要使用普通的矿泉水瓶存放
酒精。每次取用后，必须立即
将容器上盖封闭。

5.加强教育
家庭消毒产品应该放在小

孩触摸不到的地方，避免误
服；对于复产复工企业职工，
企业应加强消毒产品储存、使
用的安全教育。

（市应急管理局提供）

消毒产品使用安全提示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根据市委、市
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部
署，市应急管理局在负责采取多项措施、
统筹物资储备统一调度和强化应急力量建
设的同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全面排查，做好防疫物资应急保障。
市应急管理局做好防疫物资摸底调查工
作。经过周密调查，统计出全市现有方便
肉制品、饮用水、方便食品半成品、奶
业、米面、医用材料、移动板房及厕所等
各类救灾物资生产企业158家。该局同时
做好应急转移基础工作，对全市体育场
馆、宾馆、学校（含所有大中专院校及小
学的教室、宿舍、运动场） 和全市77处
紧急避难场所面积进行统计，经测算，上
述场所可容纳转移安置人数270万人。该
局准确掌握了应急物资储备状况，目前，

我市应急物资共储备帐篷 1023 顶、棉被
4939 床、棉大衣 1324 件以及多功能睡
袋、毛毯、毛巾被、折叠床、防御设备、
救灾工作应急包、防灾家庭应急包和应急
照明灯具的存储量。

针对我市救灾物资储备缺口较大的状
况，该局已提请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按照

《焦作市新冠肺炎防控紧急救灾物资储备
计划表》，储备活动板房、帐篷、被褥、
棉衣、食品、饮用水和消毒防疫用品等应
急物资。该局还迅速对全市运力情况进行
排查，向市交通局下发了《关于对全市运
力情况开展调查统计的通知》，要求交通
部门做好应急备勤客运、货运车辆准备工
作。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市应急管理局紧
急调拨发放应急物资，在 2 月 5 日、6 日

两天，为各县（市）区、市直一线疫情防
控单位发放首批应急保障物资，包括480
顶帐篷、850 床棉被、1000 件棉大衣、
100张折叠床。2月8日，该局专程组织人
员到洛阳调拨帐篷500顶，并连夜发放到
各县（市）区和一线单位。

加强对接，协调做好捐赠管理工作。
该局主动与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联
系，了解掌握捐赠工作有关情况，起草捐
赠资金物资捐赠管理工作方案和实施流
程，并制定捐赠物资认捐单、移交单、调
拨单和相关台账；确定捐赠物资存放点；
与市财政局沟通协调资金捐赠相关事宜。
2 月 7 日，该局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委
托，接受蒙牛集团向疫情防控一线捐赠牛
奶4万余件；组织向卫健委捐赠N95口罩
193个、护目镜111个、防护服14套、酒

精23.685吨、次氯酸钠消毒液26.54吨。
建章立制，督促救援队伍战备执勤。

该局制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应急救援组
工作方案》，抓好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
工作。该局督促焦煤集团救护大队、华润
电力焦作有限公司应急救援队等2支专职
救援队伍和市应急救援协会，自1月24日
起，每天安排50人应急值守，可随时拉
动。同时，应急救援组持续对各企业应急
救援队伍内部疫情防控、人员在位、战备
执勤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每日了解掌握各
大中型企业和县（市）区应急救援队伍值
班值守、战备执勤情况，随时做好应急出
动和队伍调度准备工作。同时，与市发改
委联手，进一步加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
能力建设，为疫情防控期间用电提供保
障。

市应急管理局全力做好防疫物资应急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自1月27日起，市应急管理局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全员取
消休假，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将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贯穿于对重点部门和行业企业的
沟通协调与督导检查中，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和服务指导。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重点单位服务工
作，该局制订安全生产监督指导工作方
案，明确工作要求、任务目标，确保各项
工作责任到人，对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该局制订完善执法计
划，以驻企监管服务、专家参与指导的方
式，加强对复工复产特别是重点疫情防控
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管。在现场执
法的基础上，该局采取“线下+线上”执
法模式，运用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等信息
化手段开展网上巡查，实施精准执法，同

时督促县（市）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加强
对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防控，加强对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的安全技术服务指
导，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该局重点开展了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在危险化学品行业，该局开展安全监管指
导服务，重点检查领导带班制度的执行、
高危作业审批、隐患排查与治理、疫情防
控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截至目前共检查企
业 19 家，排查隐患 41 条；在加油站行
业，重点检查安全值班、双重预防机制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和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
与落实，共排查加油站10家，排查隐患
29条；在烟花爆竹领域，成立4个督导组
对 12 个烟花爆竹仓库每日进行安全督
导，排查有无超量存储、安全防护措施是
否到位、县级干部包库、公职人员24小
时驻库是否到位；在工贸行业领域，开展

隐患清零，及时督查企业完成整改、消除
隐患，持续开展安全技术服务，共检查企
业25家，发现隐患43条，并要求企业加
强疫情防控；在非煤矿山类企业，全市
13 家非煤矿山企业均纳入重点监管服务
范围。

按照市防疫防控指挥部要求，该局加
强部门联动和联防联控，会同卫健、工信
等部门积极协调企业生产应急物资，做好
指导服务工作，加强信息共享；积极对接
市卫健委，统计全市卫生系统酒精供应缺
口，组织孟州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焦
作鑫河阳酒精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精确捐
赠，制定危化品安全技术标签，及时发挥
捐赠酒精的最大效能；发布节后安全生产

“八条”警示，对全市生产加工企业经营
者发出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倡议
书，作好预警提醒；提前发布企业复工复

产的信息，抓好警示教育工作，组织各县
（市） 区党委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
观看警示教育片。

为认真做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安全服
务工作，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该局主动上
门与市开元化工有限公司对接，解决安全
手续问题，并抽调专家对改造风险进行识
别、评价和控制，帮助企业将日生产能力
60吨的次氯酸钠生产线改造成84消毒液
生产线；组织专家帮助孟州市华兴食用酒
精有限公司加快制订开工方案和安全确认
表，以使企业更快具备开工条件，恢复日
产食用酒精600吨的生产能力，保证防疫
物资正常供给；积极组织我市5家生产次
氯酸钠企业发挥最大生产能力，并与市卫
健委联系，组织外部单位有序到昊华宇航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罐装，充分发挥爱
心企业捐赠消毒液的最大效能。

市应急管理局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监管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交织、安全监管难度加大、安全生
产形势严峻的局面，市应急管理局采取一系列有
效措施，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安全。

抓好集中整治工作。按照国家、省、市安全
生产集中整治方案要求，市应急管理局决定从今
年年初起，利用三个半月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工
作。在疫情防控特殊情况下，该局坚持“四项聚
焦”、落实“三个责任”，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
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监管工作，加强与相关部
门协调联动，互通信息，形成合力。

严把复工复产验收。该局采取市、县两级复
工复产验收方式，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现场核
查，同时要求企业复工复产需要过好“三道
关”，即疫情防控关、员工心理关、安全措施
关。重点要求企业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制
订“两个方案”、确保“五个到位”、做到“四个
一律”。

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对此进行了详尽
的解释。制订“两个方案”，即企业要制订一套
疫情防控方案、一套完善的复工复产安全工作方
案，两个方案缺一不可。复工复产方案要包括是
否建立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要求开展
员工安全培训教育、是否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是否建立应急逃生和避险方案、是否配足应
急物资、是否有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等。企业主
要负责人作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必须组织
技术、工艺、安全、设备、电气、工程等相关部
门对复工复产方案进行论证，并由企业主要负责
人批准后实施，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确保“五个到位”，即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和安全监管人员
复工复产前必须全部到岗到位，严格履行各层级
安全责任。

做到“四个一律”，即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各生产经营企业一律要召开一次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总结去年工作，安排今年工作；一律
要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开展心理疏导，
重点加强节后新招、调岗职工的安全教育，做到
职工岗前安全教育全覆盖；一律要组织一次全面
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对重要生产设
备、安全设施、关键装置的检查，确保处于完好
适用状态；一律要作出一个安全生产承诺，确保
企业复工复产安全。

该负责同志强调，对工作落实走过场、自查
自纠不认真、现场核查不合格、安全教育培训抽
考不及格的企业，不准复工复产。

市应急管理局扎实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工作

本报记者 张闻评

12 个小时，争分夺秒！12 个小
时，众志成城！

2 月 8 日，市应急管理局接到省
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拨物资的通知：
500顶钢架帐篷等物资拨付给焦作。

为给我市抗疫一线的广大工作人
员提供有力保障，市应急管理局紧急
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组成突击
队，同时调运拉运车辆火速奔赴位于
洛阳市的省救灾物资仓库，抢运疫情
防控物资。

当日7时，紧急集结的装运物资
小队乘车奔赴洛阳。经过2个多小时
的奔波，队员和车辆到达位于洛阳市
的省救灾物资仓库储备点。此前出发
的 2 辆运输车辆已在这里等候拉运。
在经过签字确认后，9时30分开始装
车；16时，500顶钢架帐篷及其他应
急物资总计1000件货物装车完毕。按
照市应急管理局的指令，这批物资必
须马上运回焦作并连夜分发出去。队
员们不顾长时间搬运造成的体力透
支，又火速驱车返焦。大家只有一个
念头，就是尽快把物资用到防疫第一
线。

18时许，装满物资的2辆车驶进
市应急管理局大院。由于防疫物资是
一线急用，不再进仓库，就地分发。
突击队员和前来支援的市应急管理协
会 16 名会员一起分工协作，各司其
职，火速把帐篷分装到各县（市）区
的车上，然后直接拉走。19时，这些
应急保障物资已全部发放到全市各县
（市）区防控疫情一线。

据了解，这是市应急管理局继 2
月 5 日、6 日向全市疫情防控一线发
放市级应急保障物资后，再次向基层
发放应急保障物资。

12小时防控物资抢运战

⬅2 月 7 日上
午，受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委
托，市应急管理局
集中接受蒙牛集团
向我市定向捐赠的
4 万 余 件 、 价 值
160 万元的牛奶，
并及时向战斗在抗
疫一线的医院、卫
健委、交通等部门
工作人员定向配
发。图为市应急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建虎 （前左）
出席集中捐赠仪式
并讲话。

王吉星 摄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对焦煤
集团救护大队和中州铝厂消防队应
急值守情况进行检查，两支救援队
伍均严格落实 24 小时战备值班制
度，能够做到随时拉动。图为该局
执法人员在现场指导工作。

毋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