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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阳区安委会负责同志带领区应急管理、住

建、集聚区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辖区翁涧河河道改造等三个

项目工地以及集聚区超燃清洁能源公司、华通石油隆胜达加

油站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沁阳市安委办派出四个检查组对辖区企业“三

同时”落实情况、建筑工地及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化工

企业生产生活空间隔离情况进行了安全检查。截至目前，共

查出问题隐患95条，下发整改通知书10份。

●连日来，解放区安委会19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的成员单位采取领导带队和“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基层

一线，对旅游、工贸、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

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进行暗查暗访。

●近日，孟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本市应急管

理局、河务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以及化工镇、南庄镇等乡

镇，对辖区黄河河道内船只清理工作进行巡查检查。

本报记者 张闻评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10月
14日，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查统计
司处长黄海洪带领的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调研组会同省
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何景利带
领的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调
研组一行八人莅临我市，专题调
研我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部署落实情况，并听取有关意
见和建议。市安委会副主任，市
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建
虎陪同调研。

在当日上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张建虎详细介绍了我市在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以下简称三年行动）工作中取得
的成效及经验做法，并汇报了存
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方向。

张建虎在汇报中说，焦作市
安全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
广，焦作市委、市政府将开展三
年行动作为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
新契机、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的重要抓手，严格按照国家、省

有关部署，完善细化方案、紧盯
重点领域、聚焦关键环节、精准
精确施策。

一是坚持高位推进。市委、
市政府把开展三年行动作为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安全发展理
念的重要内容，市委书记王小平
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
报、部署重点任务、明确具体要
求，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民生及

市政府各分管领导发挥带头作
用，带队深入一线，对本辖区和
分管行业领域开展督促检查。我
市还通过完善细化工作方案，结
合实际将“1+2+9”方案细化为

“1+3+16”方案，积极宣传发动
群众，谋求高起点开局。

二是精准发力实施。市政府
制定《关于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集中开展“回头
看”活动的通知》，开展为期三个
月的打非治违“回头看”专项行
动，建立完善合法企业、非法企
业“两本台账”，为三年行动“热
身暖场”，让严格执法在三年行动
中“打头阵”，并积极探索基层安
全监管执法下沉，改进工作方式
方法，建立以乡镇党委政府领导
为轴、基层安全员为点的网格化
监管新模式，构建打非治违长效
机制在全市总结推广。

三是高质量共同推进。市政
府成立徐衣显任组长的三年行动
领导小组，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
强动态检查和过程监督。市安
委会办公室抽调部门骨干组成
三年行动工作专班，实行周调
度、月通报制度，及时召开联
席会议，会商研判各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形势。我市还通过建
立考核督导机制、完善激励惩
戒机制等措施，务求精细化、高
质量推进工作。

张建虎表示，下一步，我市

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使
命担当，以此次专题调研为契
机，狠抓问题整改、促进责任落
实、强化机制建设，通过扎实推
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建立全市
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分门别类
下沉安全专家等措施，解决乡、
村监管力量不够等问题，实现安
全监管“无死角”；进一步宣传
发动群众，加强风险辨识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切实打好焦作应
急管理事业的“人民战争”，确
保三年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

黄海洪边听边记边问，提出
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工作建
议。他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和企
业要充分认识开展三年行动的重
要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筑牢安全发展
的思想基础，动真碰硬、狠抓落
实，全力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这场硬仗。

当日下午，黄海洪一行冒雨
到温县进行调研，听取温县相关
负责人关于三年行动工作情况介
绍，查阅该县三年行动工作实施
方案、各部门任务清单以及专项
整治工作专班成立、运行的相关
制度与文件等资料、台账。黄海
洪一行还到该县三星化工厂进行
实地调研，就开展三年行动有关
内容现场提问相关负责人，查看
有关材料，并提出工作建议。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调研组莅临我市

专题调研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部署落实情况

汇报会现场。 本报记者 贾定兴 摄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市
应急管理局 10 月 15 日传来消
息，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对外发
布了《河南省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就应急救援队伍
建设、队伍管理、指挥调度、
救援补偿、队伍保障等方面作
出详细规定。

《办法》明确的应急救援队
伍范围主要包括专业应急救援
队伍、基层民兵应急队伍、基
层企事业单位专 （兼） 职应急
救援队伍和依法登记注册的社
会应急救援力量等。

《办法》提出由各级人民政

府或其设立的应急指挥常设机
构分别认定省级、市级、县级
重点应急救援队伍，实行分级
指导服务、分级优先调度。

《办法》 还明确了“谁调
用、谁负责、谁补偿”的补偿
原则，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
命令参加应急救援所耗费用，
由灾害事故责任单位承担；责
任单位无力承担或者无明确责
任单位的，根据财政事权与支
出责任相适应原则，由事发地
政府协调解决，省级启动应急
响应的重大以上灾害事故应急
救援所需补偿费用由省级与相
关地方共同协调解决。

全省应急救援队伍
实行分级优先调度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记
者近日从市安委办获悉，为强
化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细化重大风险管
控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国
家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组织
研究制定了《危险化学品企业
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
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了解，该办法共分五章
十五条，分别从危险化学品企
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
办法的总则、包保责任、管理

措施、监督检查等方面作了详
细规定。据悉，该办法自正式
印发之日起，《应急管理部关于
实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
长 责 任 制 的 通 知》（应 急

〔2018〕89号）同时废止。
该办法征求意见截止时间

为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众可
填写征求意见表书面进行反
馈，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
邮 箱 （safetychem@163.com）。
有关材料可登录国家应急管理
部网站“互动-征求意见”栏
目下载。

危化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
责任制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期气温骤降，来势汹汹
的冷空气让人措手不及，一些
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市应急
管理局提醒大家在做好保暖工
作的同时，也要注意消防安全。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消防的“冷知识”。

1.热水比冷水效果更好
热水灭火比冷水灭火效果

好，热水会产生更多的水蒸
气，能使空气中的含氧量下
降，从而抑制火灾的蔓延。

2.躲在已燃烧的地段
在山林火灾中或者野外火

灾中，由于风的影响，火势会
比较凶猛，不要在火前面跑，
一定要躲到已经燃烧过的地方
或者没有可燃物的空地上。

3.用湿毛巾捂口弯腰前进
热烟气的伤害比明火要高

很多，在火灾中大多数人都不
是被烧死的，而是被大火中的
浓烟呛死的。切记火灾发生时
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
腰前进。

4.先摸门把手温度
发生火灾时不要见门就

跑，先摸门把手是否发烫，如
果发烫极有可能门外已过火，
你一打开门就有可能有大量的
烟气或者明火进入房间。

5.脱掉化纤衣物
火灾时如果穿化纤的丝袜

等贴身衣物一定要脱掉，因为
化纤丝袜非常容易燃烧，明火
一旦接触到，就会迅速燃烧干
净，并且还会粘附在皮肤上，
造成严重的烧伤。

6.不要躲在洗手间
尽量不要躲到洗手间，很

多人可能觉得洗手间里面有水
管，会有大量的水，可以保证
自己的安全，其实并不是，洗
手间地方比较狭小、窗户也比
较小，不适合逃生。遇到火灾
一定要找窗户比较大的房间，
最好是没有防盗窗的房间。

7.区分着火物
如果是固体物品着火，可

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泡沫灭火器
进行扑灭；如果是气体或者液
体物体着火就不能用水扑灭
了，要用干粉或者二氧化碳灭
火器进行灭火，并及时拨打火
警电话。

8.高楼起火时往上逃生是
错误的

火灾现场最危险的是浓
烟，当楼梯间有烟火侵入，“烟
囱效应”会使烟气迅速向上蔓
延，往上逃生往往会让你被烟
熏昏甚至死亡。火势太大时，
应尽量待在阳台、窗口等易于
被发现且开阔的地方，等待救
援。

本报记者 张闻评

这些消防“冷知识”要知道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在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我市“招才
引智”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为切
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我市
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为我市提供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双节过
后，市安委会办公室继续派出五
个督导组对各县 （市） 区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10月12日，市安委办第三督
导组对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谷堆后灰岩矿、科瑞森重装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在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现
场，执法人员检查了企业隐患
排查治理台账、领导带班值班
情况、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及记录、特种作业人员台账以
及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督

导组发现企业存在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双重
预防系统未有效运行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导组现场
进行了反馈并提出要求。

10 月 13 日，市安委办第二
督导组对位于山阳区新城街道
的中国联通焦作分公司 160 仓库
进行了安全检查。督导组共查
出 16 条安全隐患，责令该公司
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
市应急管理局。第二督导组组
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巧
云要求该公司务必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查出的问题整改到位，严防
小隐患变成大问题。张巧云强
调，中国联通焦作分公司应与
山 阳 区 仓 库 属 地 建 立 联 系 渠

道，定期沟通，双方密切配合
定期演练应急预案，确保安全。

10月13日，市安委办第三督
导组对孟州市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和孟州市橡胶总厂进行了安全检
查，在孟州市摩擦材料有限公
司，督导组共查出 25 条安全隐
患，其中重大隐患 3 条，当场下
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
其停产停业，接受下一步处理。
在孟州市橡胶总厂，第三督导组
共查出安全隐患21条，并要求企
业整改到位前不得生产。

10月14日下午，市安委办第
二督导组联合修武县应急管理局
针对修武县西村乡砖厂前期打非
治违与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
看”，针对该企业隐患整改不彻
底、存在重大隐患的问题，执法

人员当场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
定书，责令修武县西村乡砖厂停
产停业整改，要求修武县立即对
该企业采取停止供电措施。结合
督导期间发现的问题，第二督导
组责成修武县迅速组织开展建材
类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面
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各类生产安
全问题发生。

10月15日，市安委办第五督
导组深入博爱县教体局、金城乡
就三年专项行动和打非治违“回
头看”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督导
组详细听取了该县教体局、金城
乡三年专项行动和打非治违“回
头看”开展以来的情况汇报，查
阅了相关资料，询问近期复查情
况。第五督导组要求该县教体
局、金城乡对非法企业进行复

查，避免死灰复燃，复查情况要
及时在台账中更新体现。

市安委会副主任，市应急管
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建虎对近
期暗访暗查工作提出总要求：一
是各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对
职工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要严格
落实企业负责人带班制度，切实
把企业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到
位；三是要加强对外包单位的统
一协调管理，强化外包人员的安
全教育培训，确保全员安全；四
是要强化风险管控，全力排查和
消除事故隐患，要以双重预防控
制体系的有效运行为契机，提高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为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跟踪问效“回头看” 严格执法除隐患

市安委办督导组持续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哲明 （右
三） 带领暗查暗访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随机对博
爱县千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博爱县多美化工制品有限公
司进行了实地检查，共查出安全隐患19条。

窦仲君 摄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波涌 （左
二）带领危化科人员和专家，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随
机对孟州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孟州市华兴酒精有限公司
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共查出安全隐患28条。

彭 涛 摄

⬅近日，马村区安委会负责人带领
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市场监管等部
门，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辖区内
爱网吧、市九华饮品有限公司、市恒发
建材有限公司和市来顺加油站等企业开
展暗查暗访。 刘文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