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连日来，市
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市应急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忠伟带领该
局相关科室执法人员先后对解放区、
山阳区、沁阳市、马村区、修武县森
林防灭火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他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
委、市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
进一步增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严把进山人员关，严防
火源入林事，持续保持森林防灭火工
作高压态势，将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
做早、做细、做实、做好，以实际行
动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这场“硬仗”。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秦保
生陪同督查。

11月14日上午，张忠伟先后到解放
区老牛河森林防火检查站、焦作影视
城，山阳区黎明脚步森林防火检查站实
地督导检查，主要检查森林防火站点、
应急物资储备库等重点区域值班值守和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两城区森
林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和应急处置情
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森林防灭火工作
面临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各级各有关
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起来，进一步压实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摒弃麻痹大
意、松懈思想，仔细检查每一辆入山
车，认真登记每一位进林者，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月15日，张忠伟一行先后到沁阳
市紫陵镇神农大道、老龙沟护林点、西
向镇柿树庄、西万镇校尉营村、山王庄
镇张坡村森林防火检查站进行督导检
查，查看防火宣传、火源管控、物资储
备、森林管护和消防队伍建设等情况，
详细了解当地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总体
开展情况。他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加强
日常管理，注重关键节点防控，坚决把
林区野外火源管住管死，决不允许有明
火出现；要抓住森林防火宣传“第一道
防线”，引导广大群众革除陈规陋习，文
明祭祀，遵章用火，依法护林；按照全
省开展的森林火险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
安排，把预防工作做实、做细、做到
位，持续抓好问题隐患排查，强化物资

储备、队伍建设和应急准备，确保森林
防火无死角、无盲区。

11月19日，张忠伟一行先后到马村
区安阳城街道谷堆后村、修武县云台山
风景区等地进行实地督查，并代表市
应急管理局党委看望了云台山风景区
森林防灭火应急分队，向在此坚守的
分队全体人员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
谢。他强调，当前是森林防灭火紧要
期，应急救援任务重、头绪多、压力
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训
词精神，加强实践锻炼，做好日常演
练，强化队伍建设，牢记使命担当，一
如既往、敢于逆行，保持高昂士气，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市应急管理
事业再立新功。

张忠伟督导检查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通讯员段大伟）为切实做好今冬明春
森林防灭火工作，全面提高全市森林防灭火指战员指挥能力和扑
救技术以及安全避险技能，11月16日至17日，市森林防灭火指
挥部举办为期两天的全市森林防灭火专题培训班。市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县 （市） 区应急、林业、乡镇 （街道）、
林场、景区负责人等近200人参加培训。

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秘书长，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秦保生在开班前向培训人员介绍了我市森林资源和火险形势，
他强调，一要抓好“防”。森林防火，“防”字当头，必须把预防
放在首要和核心位置。二要科学救。如果一旦发生森林火情，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原则，“安全第一，科学扑救”。三要
清理净。森林火灾扑灭后，必须看守和清理好火场，决不允许

“死灰复燃”。要求参训人员珍惜学习机会，认真聆听专家授课，
学习如何防范森林火灾、掌握扑救森林火灾的专业知识和安全避
险技能，加强演练，学以致用，确保我市森林资源安全。

为开展好这次培训，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邀请武警警种学
院白雪峰教授和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公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
家林草局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志东教授，分别以

《森林火灾防范管理》和《森林火灾案例及扑救安全》为题进行
授课。白雪峰和胡志东围绕我国当前防灭火工作形势，重点讲
述如何科学指挥扑火工作、如何有序处置森林火灾、如何安全
扑救林火、遇到危险如何自救等问题，中间穿插森林灭火典型
战例剖析，讲课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实用性
和指导性。

全市森林防灭火
专题培训班举办

➡为深入做好
森林防灭火紧要期
防控工作，11月15
日，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韩寿山（右二）带队
检查了国有孟州林
场人员配置和应急
物资储备情况，并
现场抽查了林场人
员对灭火器材的使
用情况及熟悉程
度。张志新 摄

⬅11月15日，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哲明 （右
四） 带队对博爱县森林防灭火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王哲明先后到
柏山镇超限站、鸿昌街道办事
处、月山寺等三处防火检查点进
行实地督查。 李兵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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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11月18日下
午，全省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第十
二组进驻焦作动员部署会在焦作迎宾馆召
开，三门峡市作为此次全省安全生产异地
督导执法检查第十二组进驻我市。省应急
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侯峰，副市长王
付举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应急管理厅二级
调研员刘惠锋出席会议，市应急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张忠伟主持部署会。

王付举代表市政府对第十二组的进驻
表示诚挚欢迎，对省应急管理厅（省安委
办）长期以来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
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王付举要求督导执法检查涉及的县 （市）
区、有关部门和单位部门一要积极配合督
导检查，二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三要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市应急管理局要发挥好
牵头协调作用，第一时间为检查组提供全
方位的保障服务，确保此次全省安全生产
异地督导执法检查工作在我市高效顺畅开
展。

侯峰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一
要进一步提升站位，把此次全省安全生产
异地督导执法检查工作作为双方一次“相
互交流、学习借鉴”的机会，切实达到

“控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的目
的。二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
足干劲，突出督导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等执法检查

工作重点，圆满完成此次异地督导执法检
查任务。三要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一线、深入现
场，以卓有成效的工作，确保全省安全生
产大局稳定。

就贯彻落实好本次部署会精神，张忠
伟要求，一要迅速传达本次会议精神。各
县 （市） 区、各相关部门要尽早向党委
（党组） 汇报会议情况，将本次会议精神
及 《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工作方
案》 迅速逐级传达到基层和生产经营一
线，拿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工作态
度做好此项工作，真正做到“挺起腰杆抓
应急管理、温馨温暖抓应急服务”。二要
切实狠抓责任落实。要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珍惜三门峡市在我市现场督
导、传经送宝的难得机会，主动找差距、
补短板、堵漏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
管三必须”要求，聚焦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安全生产执法等
重点工作，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三要从
严从实促问题整改。要严格按照“问题不
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
过、不销号不放过”的原则，紧盯工作组
反馈问题，制订方案、建立台账、细化措
施、加快推进，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并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类

似隐患，着力管控一批重大风险、消除一
批重大隐患、惩戒一批违法行为，确保我
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向东宣读了《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
查工作方案》。该局政治部主任郑志刚及
检查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又讯 （记者贾定兴） 11 月 16 日上
午，焦作市进驻安阳市开展安全生产异地
督导执法检查，省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
刘崑，省应急管理厅二级调研员赵建龄，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忠伟，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韩寿山，安阳市应急管
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鲜明出席当日下午
在安阳市召开的动员部署会议。

我市应急管理系统赴安阳开展执法检
查前，张忠伟专门召开碰头会强调，各异
地督导执法检查组人员一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带着“一身正气”的态度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专业、经验、技术素质等优势，
全面查找隐患，在严格执法过程的同时做
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二要认真开展执
法检查，带着“一查到底”的信念开展工
作，夯实责任，认真排查，扎实做好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企业推进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情况等工作，杜绝形式主义和
官僚作风，对隐患问题要全面排查，一查
到底，确保此次异地督导执法检查不走形
式、不走过场。三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带着“一尘不染”的形象开展工作，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杜绝宴请、
说情等现象，树立焦作应急人的良好风
貌，以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圆满
完成此次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各
项任务。

在当日下午召开的动员部署会上，张
忠伟宣读了《焦作市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
法检查工作方案》。张忠伟要求各异地督
导执法检查组人员在安阳开展执法检查期
间，必须将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等相关规
定，严禁擅离职守、脱岗漏岗、徇私舞
弊、随意拔高或放宽执法检查标准，严禁
收受土特产、接受执法对象宴请、饮酒酗
酒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在入企
检查时，必须严格遵守企业有关规章制
度，学习入厂安全须知，佩戴安全装备，
同时做好个人防疫措施。

刘崑指出，这次全省异地督导执法检
查范围广、时间长、要求严、标准高，是
实现今年安全生产工作“一个杜绝三个下
降”目标的收官之战，当前已经进入全年
第二个事故高峰期、企业生产经营旺季，
各项工作进入年末紧张期，人们思想容易
分散，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求各级应急管
理部门保持清醒、严格执法，以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圆满完成此次异地
督导执法检查任务。

三门峡市进驻我市开展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
焦作市进驻安阳市开展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11月17日，全省应急管理
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李长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应急管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王哲明参加会议。

李长训指出，应急管理是全新的事业，做好应急
管理宣传工作，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
作的重要论述作为行动指南，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
急管理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重要要求，以高度的站位、全新的视角认识应
急管理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推动应急管理宣传工作
开创新局面。他要求，全省应急管理各级单位要紧紧
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等中心任务，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声势，
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的规范、指引、评价、引领作
用，不断把宣传思想工作推向深入，为更好地推进全
省应急管理宣传思想事业拼搏进取、砥砺前行。

在研讨交流环节，王哲明就我市应急管理系统
建设新形势下应急管理宣传队伍、发挥新媒体优势
扩大宣传效果、做好社会宣传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宣传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经验交流。他表示，做好新
形势下的应急管理新闻宣传工作，事关党和政府形
象，事关突发事件防范处置成败，事关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当积极动员群众，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在与群众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和展示广大奋战在应急
管理一线的执法人员，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应急
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把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引
向深入。

11 月 18 日至 20 日，王哲明还带领市应急管理系
统宣传业务骨干等 7 名同志参加了省应急管理厅在
郑州举办的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宣传业务培训班。来
自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中国应急管理报驻河南
记者站等单位的专家和教授，分别作了题为 《旗帜
鲜明地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应急新闻宣传工
作理论与实践》《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 的专题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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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通讯
员王丽） 11月16日，市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交流工
作、分析问题、安排任务、狠抓
落实，扎实推进全市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市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杨波涌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和省安委
会近期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有关要求，听取了各
部门近期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
况，指出了各部门在“三个清
单”报送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全省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
法检查方案》要求，细化分解了
各部门工作任务，明确了下一步
工作要求。

杨波涌在讲话中要求各牵头
部门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按
照中央和省、市相关要求，认真
梳理专项整治工作计划，迅速谋
划推进。二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方
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从今年开始至2022年结束，时间
跨度长、涉及领域广，是一次全
面性、深度性的“把脉会诊”，各
牵头部门要按照专项整治方案，
进一步细化牵头任务和分工任
务，找到有力突破点，扎实有效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三要进一步厘清“三个清
单”。各牵头部门要围绕专项整治
方案，进一步厘清问题隐患、制
度措施、重点任务三个清单，从
根本上查找症结、破解难题、消
除隐患，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四要全力配合做好此次异地
督查迎检工作。各牵头部门要认
真对照异地督查考核细则，准备
相关材料，务必确保不缺项、不
漏项，全力以赴做好此次督查考
评工作。

我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通讯员荆好新）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提高党性修养和党建工作水平，推进党建
工作与应急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党建
强、业务兴的党建先锋系统，11月12日至13
日，市应急管理局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全市应急
管理系统党建工作培训班。

据介绍，这次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和机关总
支部委员会共同组织的培训是坚持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
要举措。培训内容涵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管理工作重要论述等。

据了解，为开展好这次培训，市应急管
理局党委专门邀请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孙
光明、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副教授程

书波、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侯
菊英、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杨继
红前来授课。孙光明从认识和把握当前反腐
倡廉形势、对加强廉洁自律提出具体要求，
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敬畏权力、敬畏法律、敬
畏组织、敬畏人民，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遵纪守法的干部职工。程书波、侯菊
英、杨继红等通过重点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近
年来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的
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内
容，将典型案例穿插其中，为大家上了一堂
内容精彩、指导性强的应急管理工作培训专
题讲座。

市应急管理局全体党员干部和各县 （市）
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党支部委员等100余
人参加培训。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党建工作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通讯
员王国新） 11 月 17 日至 18 日，
旨在增强安全监管人员及相关企
业对粉尘涉爆安全管理认识、提
高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的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重点
企业安全监管培训班在市应急管
理局举办。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 《焦
作市工贸行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升全
市粉尘涉爆企业的风险管控水
平，市应急管理局特地举办了此
次培训。各县 （市） 区应急管理
局分管负责人、业务科长，粉
尘涉爆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等 11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据介绍，本次培训特邀请中
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崔敬珂和南阳
防爆电气研究所教授王达昱给大
家授课。崔敬珂就工贸行业双重
预防体系信息化建设方面进行了
细致讲解；王达昱从粉尘爆炸事
故案例分析、爆炸防护方法与技
术、典型行业粉尘防爆要点以及
国家相关标准四个方面进行了专
题讲解。会议还学习传达了《河
南省工贸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和《焦
作市安全生产异地督导执法检查
工作方案》。

市应急管理局

举办粉尘涉爆安全监管培训班

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现场。本报记者 张闻评 摄

市应急管理局
微信公众号

加快电子证照应用、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是市应急管理局加强企业服
务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1 月 18 日，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巧云
（中）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应急管理窗口现场办公、实地调研电子证照应
用开展情况。 闫凤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