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明新闻
●5月18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会议简要通报了今年年初以来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提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工作安排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在焦作分会场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
安排、再部署。

●近日，省地震局组织召开全省2020年
年中地震趋势分析视频会商会，全省17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110余人参加会议。市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王哲明，市防震减灾中心主任张立
军、副主任仝德利在焦作分会场参加会议。

●近日，武陟县召开基层消防安全暨应急
管理工作培训会。该县所属15个乡镇（街道）
和28家县直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5月19日，示范区召开2020年安全生
产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19年度
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安
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形势，安排部署示范区
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

●5月20日，山阳区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
议。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务必牢固树立“安全
大于天”的理念，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的责任担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
保全区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张闻评

焦 作 日 报 社
焦作市应急管理局

联
办

策 划：王哲明
统 筹：陈 莉

郭海富
编 辑：赵玉玲
版 式：车 璇
校 对：谢万里
组 版：杨保星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第52期

05
市应急管理局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5 月 18 日，市
应急管理局召开动员会，就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推进“转变作风抓落
实、优化环境促发展”活动常态长效化进
行再动员。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建虎作动员讲话。该局领导班子成员及
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据了解，此次动员会旨在落实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暨推进“转变作风抓落
实、优化环境促发展”活动常态长效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着力纠正“四风”突出问
题，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应急管理工
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
建设和发展。

张建虎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正值落
实“三大攻坚战”“双十工程”“四城联
创”“四水同治”“乡村振兴”、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等责任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持续推
进“转变作风抓落实、优化环境促发展”
活动，全面加强作风建设，积极构建作风
建设制度体系，促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制度化，推动党风政风根本好转，
努力实现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要求提供
坚强作风保障。

张建虎要求有关科室和单位要开展整
治文山会海、调研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务实管用
的制度机制，实现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
开展审批服务便民化专项行动、改善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企业
办事解困；要全面落实《焦作市优化营商
环境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全面推行重点

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以“五聚焦五
提升”为工作抓手，深入推动政策落实，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张建虎要求开展干部激励考评专项
行动，以探索建立“四心”激励机制为
重点，综合运用政治激励、组织激励、
精神激励等方式，持续构建干部正向激
励体系，激励干部迅速成长，鼓励干部
乐于担当。要持续开展“强党性、正作
风”宣传教育专项行动、作风问责专项
行动，选树宣传一批党性强、作风正的
党员干部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
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做深做实监督职
责，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格问责倒逼责
任落实，确保应急管理中心任务圆满完
成。

张建虎强调，要开展护航经济发展专

项行动。重点围绕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融资
难、用工难、维权难、办事难、民营经济
发展优惠政策落实打折扣等问题，全面落
实 《焦作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
要求，全面推行重点企业“首席服务官”
制度，以“五聚焦五提升”为工作抓手，
深入推动政策落实，全力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营造“亲商爱商、稳定和谐”
的营商环境。

张建虎希望全体人员要坚持把作风建
设作为推进应急管理工作基本保障，自觉
强化纪律意识和工作作风，以严格的自我
要求、严明的纪律规范、严肃的作风养成
和扎实有效的工作成绩，牢固树立起应急
管理队伍的良好形象，以实际行动促进营
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服务经济社会建设
与发展。

转变作风抓落实 优化环境促发展

市应急管理局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记
者近日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焦作市安委会
2020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

《要点》）正式“出炉”。
据了解，2020 年，我市

安全生产工作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二是健全安全风险隐患防控体
系；三是加强事中、事后安全
监管执法；四是加强安全生产
基础保障。

《要点》 指出，各级各部
门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引导
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坚守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
任；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深刻汲取近年来重特大事故教
训，解决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领域） 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开展冬春、夏季安全生产集中
整治，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
患；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
生产考核；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主动
报告安全生产风险制度，完善
激励措施，增强内生动力，落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要点》 提出，要健全安

全风险隐患防控体系，全面
推进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
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加大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管力度，加强矿山安全
风险隐患防控治理和建设工
程施工安全综合治理；加强
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整治
以及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加
强对燃气、工贸等领域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城市
道路塌陷隐患排查治理。

《要点》 强调，加强事
中、事后安全监管执法，落实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
规范；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坚
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

《要点》 要求，加强安全
生产基础保障，加强规划引
导，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全市
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开
展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
建，持续推进科技兴安、科技
强安，稳妥推进煤矿智能化建
设项目实施，完善社会化、市
场化风险防控制度，实施重点
领域工程治理。提升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安全
生产宣传培训，实施高危行业
（领域） 安全技能提升行动，
落实从业人员培训考试制度。

我市2020年
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出炉”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5
月 15 日，应急管理部国家危
险化学品登记中心科技研究部
副主任厉建祥一行4人莅临我
市开展专题调研。此次调研的
目的是，摸清我市危险化学品
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以下简称双重
预防体系）工作开展情况、取
得的成效以及信息平台建设应
用情况、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为下一步选定试点城市及
试点企业收集第一手材料。市
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
建虎陪同调研。

当日上午，厉建祥一行
先后来到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西冯封加油站、博
爱新开元制药有限公司进行
查看。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运营控制中心，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企业的信
息平台建设及运行情况。据
该企业安全负责人介绍，通
过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不仅
可 以 将 企 业 安 全 “ 一 眼 看
透、一眼看穿、一眼看全”，
还可以将生产安全隐患控制
在萌芽状态中。随后，调研
组来到博爱新开元制药有限
公司调研。企业负责人向调
研组介绍了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情况以及在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调研组和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去
往博爱新开元制药有限公司
的途中，调研组一行随机走
进西冯封加油站，抽查其安
全运营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我市 10 多家企业的安全负责
人先后发言，对企业开展安全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谈了各自的
感受。大家认为，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可以让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有章可循，让风险隐患可
控、可查。

张建虎对调研组的到来
表示欢迎。张建虎说，构建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是
抓好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的
中心任务和根本举措，是实
现“三下降一杜绝”目标任
务的基础工程和治本之策。
焦作市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
上 ， 牢 固 树 立 安 全 发 展 理
念，严格按照国家及省有关
安排部署，加强组织领导，
压 实 各 方 责 任 ， 充 分 运 用

“二七工作法”规范工作程
序，确保“双预防”落地运
行。厉建祥对我市的双重预
防体系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
肯定。厉建祥表示，焦作市
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推
广。

应急管理部危化品登记中心
科研部副主任厉建祥一行莅焦

调研我市“双预防”建设情况

本报讯 （记者张闻评）
5月19日下午，市应急管理局
第四党支部召开支部会议。会
议由市应急管理局第四党支部
书记、副局长杨波涌主持，市
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
建虎到会指导。

会议围绕机关党的建设、
文化建设和如何做好应急管理
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党
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针对如何做好四支部党建
工作，杨波涌要求，一是要坚
持以党建为统领，正确处理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做
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二是
要加强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建章立制，确保党的建设
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三是创新
党建活动，通过活动树牢理想
信念，凝聚人心，提高战斗
力。

张建虎代表局党委向与会
各位党员表示慰问。针对下一
步工作，张建虎提出了五点要
求：一是要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围绕安全生产、应急管
理、防灾减灾工作，树立“大
安全，大应急”理念，心无旁
骛、主动作为、勇于担责、真
抓实干；二是要弘扬正能量，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
决执行党委作出的一切决定；
三是要坚守廉政底线，切实做
到心有戒尺、行有所止，做风
清气正的应急人；四是要抓好
内部团结，坚持用事业凝聚人
心，在共事、谋事、干事中增
进团结，做到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上下
一条心、全局一盘棋；五是要
加强业务学习，通过学习提高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升为
民服务水平。

市应急管理局第四党支部
召开支部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我
市某危化企业需要变更注册地
址，企业负责人登录河南省政
务服务网后惊喜地发现，市应
急管理局政务服务事项中可直
接进行企业注册地址的变更，
按照提示操作后提交相关材
料，很快就通过了审批。以
往，企业如果申请变更注册地
址，手续非常复杂。如今，网
站上的各项业务分门别类非常
清晰，申请人直接选择自己所
需业务即可。

市行政服务中心应急管理
窗口这一可喜的变化，还得
从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事
项“放管服”的改革说起。
据该局行政事项服务科科长
闫 凤 珍 介 绍 ， 为 深 入 推 进

“放管服”改革，提升河南省
政务服务网上办件的服务实
效，办事群众在网上申报业
务更方便快捷，市行政服务
中心应急管理窗口根据相关

要求，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
了拆分，共计拆分为 25 个业
务办理项，例如“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办理，拆分为
首次、变更、延续3个业务办
理项。近日，该窗口根据规
定再次把每个业务办理项细
化拆分，例如“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变更”，又拆分为变
更企业名称、变更主要负责
人、变更注册地址等 5 种情
形，实现办理事项“最小颗粒
度”，把办事需要的材料、流
程更加直观明了地呈现出来，
为 办 事 群 众 提 供 “ 精 准 导
航”，大大提高群众办事效率。

据介绍，该科还对各县
（市） 区应急管理局政务服务
事项细化拆分工作进行了悉心
指导，达到同一事项基础要素
市、县两级统一，为进一步规
范优化办事流程、确保行政审
批服务事项高效运行奠定了基
础。

市行政服务中心应急管理窗口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近年来，我公司通过安全生产云端管理系统，实

现对重大风险设备设施监控数据的实时共享，公司领
导、安全管理人员通过登录手机APP即可查看氨制冷
系统温度、压力、液位等关键数据，如果出现数据异
常，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短信提醒，立即采取处置措
施。这只是“双预防”建设的一个侧面，我公司的系
统做法如下：

一、建立组织、明确职责。公司首先成立了以总
经理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组织机构，出台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晰职责、责
任到人。

二、举办培训、转变观念。组织全员开展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相关知识培训，实现“要我安全”到“我
要安全”、从“安全部门管风险查隐患”到“全员参与
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思想转变，学习领会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要点及风险辨识评价方法，掌握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与闭环管理的精髓。

三、全员参与、集思广益。在创建过程中，充分
听取基层意见，自下而上全员参与，一起讨论风险点
划分、危险源辨识，合理划分等级，制定可操作的管
控措施并落地执行，真正将风险辨识到位、措施制定
到位、隐患排查到位。

四、辨识风险、管控风险。从作业场所、作业活
动、设备设施三个方面开展风险辨识，运用安全检
查表、风险矩阵、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等评价方法
对风险点进行评价分级，按照重大风险、较大风
险、一般风险、低风险依次对应“红、橙、黄、

蓝”四色，绘制厂区及各区域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地
图、作业活动安全风险比较图，再从工程技术、管
理措施、培训教育、个体防护、应急处置5个方面科
学制定风险控制措施，最终形成公司级、部门级、
班组级、岗位级风险管控清单及岗位风险应知应会
卡、应急处置卡，在现场醒目位置进行告知、公
示。通过对安全风险的辨识、评价，形成公司级管
控风险 5 项、部门级管控风险 18 项、班组级与岗位
级管控风险 321 项，各级风险管控责任人定期对
照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

五、运行系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信息化系统
便捷高效、预测预警、大数据分析等优势特点，积极
运行安全生产云端管理系统，系统按照预先设定的排
期提醒隐患排查人员按期开展隐患排查，在现场使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获取该现场的安全风险告知、风险
管控措施、隐患排查标准清单等内容，对标检查发现
问题实时录入系统，自动将隐患整改信息发送至具体
责任人落实整改，待责任人上传整改照片审核通过后
方可关闭该隐患问题，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

公司还配置了无人机、移动视频监控等技术手
段，对厂区内的施工作业进行监管、验证，重点管控
施工作业风险。

开展“双预防”建设 实现安全生产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瑞良

本报讯 （记者张闻评）
5月20日，市应急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沁阳市第一造纸机械
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
在以下安全隐患：吊运、盛
装 熔 融 金 属 的 吊 具 、 罐 体
（本体、耳轴） 未进行探伤检
测；没有为从业人员配备符
合 国 家 标 准 的 劳 动 防 护 用
品；天然气加热炉燃烧器操
作部位未设置可燃气体泄漏
报警装置；喷漆室未设置可

燃气体报警装置且使用非防
爆电扇。

针对该公司存在的安全
问题，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现
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限
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公司
铸造一车间、二车间立即停
止生产，喷漆室立即停止使
用，待整改完毕并复查合规
批准后，方可恢复生产。

一企业存在安全隐患
被责令停产整改

5月20日，市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秦保生带队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大讲
堂活动。图为秦保生（中）在
该中心应急管理窗口指导政务
服务网平台建设。孙春红 摄

5月19日，市应急管理局
与解放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
对山阳区所属企业近期安全生
产工作和“双预防”体系创建
情况进行交叉执法检查。图为
执法人员随机对某企业员工

“双预防”信息平台手机APP运
行情况进行现场提问。

王 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