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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通讯
员张志新） 7月28日，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兼秘书长、市
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建虎和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兼秘书长、
市水利局局长付希强，带领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第一、第二督查
组，联合市纪委监委驻市生态环
境局纪检监察组、市纪委监委驻
市水利局纪检监察组，对南水北
调干渠安全度汛和城市安全度汛
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

联合督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南
水北调大沙河倒虹吸、白马门河

倒虹吸、普济河倒虹吸、闫河倒
虹吸和退水闸、翁涧河倒虹吸、
李河倒虹吸、山门河暗渠、聩城
寨倒虹吸和退水闸等处，实地察
看南水北调安全风险点，仔细了
解相交叉河道工程建设进度和影
响汛期行洪因素，对责任落实、
隐患防控、备勤值守等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

张建虎说，当前正是“七下
八上”防汛的关键期，随着雨区
北抬，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极端
强降雨天气增多，随时可能出现
严峻汛情，各级各部门务必引起

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思想认
识，严格落实责任，细化方案预
案，抓紧整治整改，落实抢险队
伍物资，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坚决扛起防汛救
灾主体责任，以临战状态扎实做
好预备工作，作好迎接大洪水的
各项准备。

张建虎要求，一要加大隐患
排查力度，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落实“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
单，逐一、逐项落实安全度汛措
施，限期整改到位。二要进一步
压实工作责任，把责任落实到防

汛全过程、各领域、各层级。要本
着“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
松”的理念，立足最不利的形势，
作好最充分的准备，打好防汛抗
洪主动仗。三要加强重点区域防
守，强化保障措施。要按照汛期
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的要
求，进一步加强重点堤防、水闸枢
纽等防洪工程的巡查值守工作。

付希强表示，南水北调干渠
横穿城区，各级各部门不仅要消
除各种隐患，还要重视南水北调
干渠工程给城区安全度汛带来的
影响。在城区纵向河道修建中，

要与南水北调左岸截洪沟对接，
确保截洪沟的水能够顺畅下排。
要加快工程进度，注意行洪通道
疏通，特别要注意新河的河底高
程控制，确保城市积水能及时畅
泄。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强化

“一盘棋”思想，提高政治站
位，发扬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
优良传统，尽快补齐防洪工程短
板和河道管理的薄弱环节，确实
提升南水北调干渠和城市安全度
汛能力。对安全风险点、穿堤建
筑物的薄弱环节，要派人全天24
小时盯守，全力确保安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督查南水北调及城区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近
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
长、市住建局党组书记琚晓留带
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第四督查组
相关人员，督导检查了解放区、
山阳区的防汛工作。

琚晓留要求，一要增强防汛
意识，树立安全理念。各级城区
防汛单位务必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切
实增强忧患意识，认真抓好各项
防汛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二要抓
好防汛隐患整改，尽快消除安全
隐患。要进一步加快普济河、李
河等城区河道防汛工程建设进
度，提高河道防洪防汛能力，同

时要注意施工中防汛安全措施落
实，保障施工作业安全。三要切
实落实主体责任，消除河道沿线
安全隐患。要借力老旧小区改造
和“四城联创”违建拆除等活
动，对河道沿线违建进行拆除和
清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在安
全隐患消除前，要立即禁止居住
经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四
要强化低洼易涝区域防汛应急措
施。对果园路四巷等低洼易涝区
域，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方案，
备足防汛沙袋、挡水板、收水泵等
防汛物资设施，严防积水进入居民
区；汛情严重时，要及时组织人员
迁安转移，全力保障居民的安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督导解放区山阳区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近
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
长、焦作河务局局长李杲带领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三督查组相关
工作人员，督导检查了沁阳市、
温县的防汛工作。

督查组先后深入沁阳市、温
县沿黄（沁）部分乡镇及河务部
门，实地督查防汛值守、队伍组
建、实战演练等相关工作，核查
防汛仓库物资品类数量及使用管
理情况。

李杲要求，一要继续强化防
汛值守，密切关注辖区内降雨情

况及河道水情变化，做到上情下
达、下情上传及时高效。二要进
一步加强涉水安全管理，在全面
保障河道行洪安全的同时，着力
推动河道相关风险隐患的摸排整
改，做好清滩工作，及时劝离河
道内游玩、捕鱼的群众，严防涉
水安全事故发生。三要针对当前
黄河大流量之下防洪工程出险几
率大增的实际情况，严阵以待、
严管严控、严防死守，坚决落实
好物资储备、队伍集结和实战演
练工作，切实以充分的准备迎战
防汛抗洪救灾“大考”。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督查沁阳市温县防汛工作

●7月29日，省应急管理厅危化处领导对沁阳市凌云
糠醛有限公司和沁阳市四联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要
求企业在开工前做好安全评估，涉及改建、扩建的要及时履
行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

●近日，马村区委书记宗家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扩
大）会议，通报全区当前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
况，并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巧云带队分别对解放
区、山阳区防汛预案制订、隐患排查整治、队伍准备、迁安
预案、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7月28日，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波涌带领部分党
员干部，到武陟县嘉应观乡范庄村开展蹲点帮扶活动。同
日，杨波涌还组织嘉应观乡政府、武陟县应急管理局负责
人，就基层安全监管机制建设进行了座谈交流。

●7月28日，孟州市组织召开小微企业双预防体系建
设推进会，各乡镇（街道）主管安全工作的副职、安管人员
以及33家小微企业安全负责人参加了现场观摩活动。

●7月29日，沁阳市应急管理局沁北督导组对紫陵镇
当前的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察看了辖
区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情况。

●7月30日上午，省应急管理厅执法局检查组对沁阳
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检查组
还对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执法指导，共发现
安全事故隐患10处，当场下达了限期责令整改通知书。

本报记者 张闻评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入
汛以来，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观念，坚持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
识，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
防群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抗
洪安全墙。

严格落实责任，形成工作
合力。该系统全面落实以行政
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
责任制，进一步压实属地管
理、行业监管和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主体责任。督促各级行政
首长坚守岗位、深入一线、靠
前指挥；加强统筹协调，督促
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协
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督促
各级防汛责任人员备战备勤，
到岗到位，一旦发生险情，全
力组织抢险救援救灾。

全面查漏补缺，排查治理
隐患。该系统进一步细化完善
各类防灾减灾方案，全面查漏
补缺、加快补齐短板，确保防
汛队伍、抢险料物、防洪工程
等措施落实到位。突出抓好小
型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城
市防洪排涝、重点防洪工程、
输水工程、重要基础设施及学
校、医院、工矿企业、旅游景
区等重点部位的防洪安全管
理，全面排查治理风险隐患，
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
信息。该系统密切监视灾害性
天气和水情、汛情的发展变
化，及时会商研判，滚动预测
预报，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适
时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强

降雨过程的防范工作。强化实
时监测，提高预报精度、延长
可预见期，为指挥调度、应急
抢险、救援救灾争取时间。

突出重点部位，落实防范
措施。该系统坚持预防预备和
应急处突相结合，坚持人防、
物防、技防相结合，发现险情
果断决策、及时抢护，严防严
控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和山洪
灾害“三大风险”，努力实现超
标洪水不打乱仗、标准内洪水
不出意外、水库不能失事、山
洪灾害不出现群死群伤的“四
不”目标。保障好南水北调工
程安全，有针对性地制订应急
处置方案，确保工程安全和供
水安全。

科学精准调度，强化救援
救灾。该系统综合考虑干支
流、上下游、左右岸，科学调
度防洪工作，组织开展应急培
训和实战演练，积累经验、提
升能力。统筹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专业抢险队伍和社会抢
险救援力量，加强与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的协调对接，精准预
置布防、精准抢险救援、精准
救灾救助，千方百计保障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加强值班值守，严肃工作
纪律。该系统严格执行全天24
小时防汛值守制度，及时了解
情况、分析形势，做到上情下
达、下情上知。规范信息发
布，及时准确公布灾情信息、
救援进展等，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持续正风肃纪，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不定期抽查防汛值
班值守，确保值班人员在岗、
带班领导在位、责任人履职尽
责。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
筑牢防汛抗洪安全墙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为
进一步做好化工医药 （危险化
学品） 企业夏季“四防”（防
暑、防汛、防雷、防爆） 和特
殊作业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贯
彻落实《焦作市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市应急管
理局抽调 12 名危化行业专家，
自7月23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危化企业夏季“四防”和特
殊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检查。

据了解，7 月 23 日至 24
日，该局组织专家对焦煤集团
开元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多氟
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化
工医药 （危险化学品） 企业开
展夏季“四防”和八大特殊作
业专项检查。

检查组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检查：一是“逢进必考”，对每
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人员进行卷面考试；二是

“照单检查”，严格按照执法检
查清单，采取听取汇报、查阅
资料、检查现场和现场提问的
方式逐条逐项落实；三是“模
拟操作”，对有限空间作业、动
火作业等高危作业活动，从特
殊作业票据填写到现场操作全

过程模拟，专家组进行点评等
进行特殊作业全过程检查。经
过详细摸排检查，共排查隐患
85处，执法人员要求企业按时
整改。

检查组强调，每年七、八
月份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期，
企业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
是将义马气化厂“7·19”重大
爆炸事故、武陟“7·18”事故
教训迅速传达到每位员工，认
真剖析，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全面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二是抓好检查组反馈
安全隐患的闭环整改，举一反
三，在企业内开展隐患排查，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发现一处整改
一处，整改一处闭环一处，做到
检查整改不走形式、不走过场，
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三是持
续优化应急预案，提高预案质
量，增强预案的实用性，特别是
针对近期事故特点，要加强特殊
作业和防汛预案演练，提高事故
的应急处置能力。

据悉，专项检查期间，检
查组将以专家讲座、培训会、
谈心对话等形式开展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

市应急管理局
专项检查化工医药企业本报记者 张闻评

当前，我国多地进入主汛
期，一些地区汛情严峻。今年 6
月份以来，市委书记王小平，市
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分别召开
防汛抗旱工作专题会和全市安全
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会，集中学
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抗洪形
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保持
战时状态，及时排查风险隐患，
坚决打赢打好水旱灾害防御战，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那么，各级各部门如何提
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
强化忧患意识，全面增强做好
防汛抗旱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
采访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
挥长兼秘书长、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张建虎。

张建虎说，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
抢险救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定要将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立足防大
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
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

为确保“六稳”、实现“六保”
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全面贯彻防灾减灾救灾新
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系统提出“两个坚
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
灾新理念，严肃指出：“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生命安全为代价，这
必 须 作 为 一 条 不 可 逾 越 的 红
线。”反复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要求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尽可能减少灾害事
故发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
我 们 的 根 在 人 民 、 血 脉 在 人
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深学细悟新思想，坚
定践行新理念，无论付出多大
牺牲和代价，都义无反顾地保
人民安康、护焦作安澜。

主动适应防灾减灾救灾新
要求。防汛抗旱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既是一项重要的民
生工程，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
任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
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力、执
行力、动员力和凝聚力。今年
是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职能由
水利部门调整到应急管理部门的
第一年，大家要尽快融入防汛抗

旱新的体制机制，想方设法缩短
磨合时间，高度警惕具体工作中
的“黑天鹅”和“灰犀牛”情
况，切实克服麻痹思想、懈怠情
绪 和 侥 幸 心 理, 做 到 宁 可 信 其
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
不 可 信 其 轻 ， 宁 可 “ 十 防 九
空”、不可万一失防，宁可事前
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坚决
打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阵地
战和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
战，力争把问题隐患解决在萌芽
之时、成灾之前。

积极开创防灾减灾救灾新局
面。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辛
越向前。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
大家更要绷紧弦、不放松，全面
扛稳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敢于担
责、善于担难、勇于担险，切实
将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检验“四个意识”和

“两个维护”的重要战场，坚决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各级各部门关于防汛抗旱工作具
体要求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的强大内生动力，融会贯通
到焦作防汛抗旱的具体实践之
中，以逢一必夺的拼劲、一往无
前的干劲、滚石上山的韧劲，落
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全力推动
防汛抗旱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
新成效。

忠诚履职尽责 主动担当作为
——张建虎谈如何增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近
日，武陟县安全生产紧急会议在
詹店镇召开。会议要求全县迅速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坚活
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

会议传达了省、市领导的重
要批示，通报了詹店镇“7·18”安
全事故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中存在的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属地监管存在盲区、行业
部门监管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等
问题。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风险意识
和底线思维，采取更加有力的措

施，从源头上解决影响安全生产
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坚决遏
制重大事故发生，为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稳定和谐环境。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立
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
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在思想上
查缺失、在工作上查不足、在措
施上查漏洞，找准薄弱环节，加
强隐患排查，解决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盲
区，全面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紧
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隐
患，落实分类分级监管，坚决做
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
场，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武陟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百日攻坚活动

一、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

因素，《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预案》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响应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等
级。

二、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根据《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

案响应标准》，气象灾害分为台
风、暴雨、暴雪、寒潮等。例
如，暴雨应急响应等级从低到高
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

三、防汛应急响应
国家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

为四级，即 I 级、II 级、 III
级、IV四级，其中I级为最高级
别，是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领导组织
全 国 防 汛 工 作 的 应 急 响 应 机
制。

本报记者 张闻评

应急响应知识知多少

⬅7月28日下午，市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哲明
（左三）、市纪委监委驻市
生态环境局纪检监察组副
组长姚红光 （左二），带
队到温县招贤镇中辛村观
摩学习，并为该村清风幸
福苑送去生活用品。

韩永立 摄

⬆近日，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副指挥长兼秘书
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
建虎 （前左），带领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第一督查
组，联合市纪委监委沁河
防汛监督工作专班组，现
场督导检查孟州市、武陟
县防汛和防溺亡工作。

王吉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