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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安监

安全生产红黑榜

本报讯（记者 苏杭 通讯员 马鹏
飞）7 月 12 日，省煤管办化解煤炭过剩
产能第三检查组一行对我市列入 2018
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任务的平禹二矿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组一行首先听取
了平禹二矿的关闭情况汇报，随后对
该矿井进行了现场察看。平禹二矿井
筒已按照要求进行了封闭，相关证件
已上交，相关设备已拆除，达到了关闭
验收标准，顺利通过了省检查组的检
查验收。至此，我市提前完成了 2018
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任务（省政
府要求 8 月底前矿井关闭到位），这标
志着我市连续三年圆满完成省政府下
达的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任务。

据了解，2016 年，省政府下达我市
关闭退出矿井 17 处（产能 367 万吨），
我 市 共 关 闭 19 处（产 能 397 万 吨）；
2017 年，省政府下达我市关闭矿井 14
处（产能 291 万吨），我市共关闭 15 处

（产能 306 万吨）。2016 年、2017 年连
续两年超额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任
务，2018 年提前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
能任务。

超前谋划强力推进

自 2016 年以来，面对化解煤炭过
剩产能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等问
题，我市安监部门坚持敢于啃骨头、打
硬仗的作风，强化督导，健全机制，超
前谋划，强力协调推进。市安监部门
积极组织禹州市、襄城县相关部门和
省骨干煤业集团、小煤矿股东沟通对
接，敲定关闭矿井名单，制订工作方

案，倒排工作进度，确定责任人，明确
关闭程序和关闭时间节点等。

为保障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的
顺利开展，我市提前摸排了拟关闭矿
井的情况和相关人员的思想动态，召
开县、乡两级政府会议，逐矿摸清存在
的矿群纠纷和矛盾；召开煤业集团会
议，厘清债务情况；与兼并重组小煤矿
股东讲明政策，使小煤矿有序稳妥退
出。

同时，成立机构，明确责任。我市
成立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
组，市领导担任组长，市政府 16 个部门
和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市发改委负责统筹
总体工作，市安监局牵头组织实施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承担关闭及引
导退出煤矿的组织协调工作。全市上
下形成了责任明确、协同推进的工作
格局。

我市印发了方案，进一步明确了
关闭对象、关闭标准、关闭程序、时间
节点及部门职责等。为进一步推动矿
井关闭工作，我市出台了关闭兼并重
组矿井奖励政策，2016 年每关闭一处
奖励 300 万元，2017 年每关闭一处奖
励 250 万元，2018 年每关闭一处奖励
200万元。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为稳妥高效推进矿井关闭工作，
我市启动了市、县、乡三级政府和煤业
集团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工作推进
机制。在关闭攻坚期间，我市成立了

由市安监局局长任组长的统筹协调推
进工作组，坚持“煤矿关闭攻坚任务一
天不完成一天不收兵”的原则，进驻关
闭现场，实行一矿一策和“日报告、周
协调、旬推进”制度，强力推进。

工作组每天实时掌握关闭工作任
务推进情况、职工安置情况、工作计
划完成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应对措施及建议，于每天上午 9 时前
报市政府及省煤管办有关领导。

每周五下午，市化解煤炭过剩产
能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市化解煤
炭过剩产能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
禹州市、襄城县主要负责人，省属煤
炭企业区域公司主要领导和具体负责
人参加的工作协调会，听取各单位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进度、存在的突
出问题及下周工作安排，并根据汇报
情况进行会商研究，提出相应处理意
见和工作措施；重大问题报领导小组
议定。

同时，我市成立了督导组，强化
督导，对于不能够按照时间节点、关
闭标准完成任务或工作不力的单位与
个人，进行通报批评或约谈问责；对
严重影响市政府整体关闭工作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上下联动高效实施

为强力推进矿井关闭工作，市、
县两级分别召开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
作推进会和现场关闭工作会。我市提
前在市政府网站对列入关闭退出的矿
井进行了公告。

实行领导包矿制度。关闭矿井所
涉及的各个乡镇要有一名县级领导分
包，协调乡镇、市直有关部门、煤业
公司做好矿井关闭工作；涉及有矿井
关闭任务的乡镇，每个矿井要明确一
名乡镇班子成员分包。包矿领导要深
入矿区周边，提前摸清存在的纠纷和
问题；矿井关闭期间，要按照“煤矿
一 日 不 关 闭 到 位 一 日 不 撤 离 ” 的 原
则，常驻现场，全面指导矿井关闭工
作，解决处理好矿井关闭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及纠纷，确保了矿井关闭工作
顺利进行。

禹州市、襄城县主管领导挂帅，成
立了由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矿井关
闭工作组，一矿一个工作组，按照“先
关闭后解决遗留问题”的原则，高效推
进；市安监局派出督导组强化督导，针
对关闭难度大、矿群纠纷多、遗留问题
多的乡镇，多次现场召开协调会，反
复、多轮次地做小煤矿股东的思想工
作，及时有效化解矿井关闭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

三年来，通过全市上下的通力协
作、强力推进，我市 35 处矿井全部按期
关闭，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733 万吨。矿
井关闭工作期间，我市未发生一起施
工安全事故和群众上访事件。

2018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任务提前完成

我市连续三年
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任务

本报讯（记者 苏杭）为进一步加
强我市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政府监管责任和企
业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
故发生，努力营造我市持续稳定的安
全生产环境，日前，市安监局召开动
员会，会议要求从 7 月 1 日起，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工贸行业
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

会议上，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浙
江温岭“1·14”鞋厂火灾安全生产
警示片。通过观看警示片，参会人员
充分认识到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性，进一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做
到警钟长鸣，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
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意
识。

会议上，市安监局工矿科科长康
善廷对全市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现
状进行了分析，还对各县 （市、区）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
他指出，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安全监管
部门和企业安全管理中存在很多问
题，如部分县 （市、区） 监管力量薄

弱，对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重
视不够，上级文件、要求不能及时传
达企业；企业存在管理机构不健全、
管理制度不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不
足、安全教育培训不扎实、不能及时
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台账等问题，
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对下一步如何开展好工贸行业企
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会议要
求，全市安全监管部门提高站位，高
度重视此次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增
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
当，站在讲政治和讲大局的高度，充
分认清安全监管的形势和现状，切实
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知责尽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
任，防范安生产事故的发生。

重 拳 出 击 ， 严 格 执 法 。 各 县
（市、区） 要做好汇报，争取领导的
大力支持，并及时召开辖区内所有企
业的动员部署会；要在检查中加大执
法力度，落实属地责任，强化检查职
责，严格执法处罚，加强网格化管

理；要聘请专家对辖区内所有企业进
行拉网式排查，突出重点，突出严
管，依法严惩，坚持真查真改，切实
解决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问题，
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各县（市、
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单位

“一把手”要负总责，分管领导要负全
责，安全监管人员要深入抓、抓落实；
同时，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相关方
案，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市安委会办
公室要及时掌握各县（市、区）各阶段
工作的开展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及时
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为确保专项执法行动取得实效，
市安委会成立了 3 个督导组，对各县

（市、区）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情况进行
督察、抽查，并结合成绩排名，在全市
召开的专项执法行动总结会上进行通
报。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进一步增强
企业的安全意识，规范企业安全管理，
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

严格执法

确保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苏杭 通讯员 贺景昌）
为确保煤矿安全度汛，连日来，禹州市煤
炭局开展了煤矿防治水暨雨季“三防”专
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重点查矿井是否
按照本单位的水害情况，配备满足工作
需要的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专用探放
水设备和专业的探放水队伍；是否对井
田范围内的地表裂缝、废井、老窑、沉降
区等进行排查并充填；是否查看井田范
围内的河道、水道，并保证其疏通；井口
防洪措施是否到位；防排水系统是否按
时检测及维修；是否建立灾害性天气紧
急撤人及响应制度；是否进行了防汛救
灾应急演练；是否对供电线路、设备进行
检修并保证运行可靠等。

此次检查分四个阶段，即 6 月 27 日
至 30 日为检查准备阶段，7 月 1 日至 8 日
为煤矿企业自查自改阶段，7 月 9 日至 27
日为禹州市煤炭局全面检查阶段，7 月
28日至 31日为总结、通报阶段。

为确保此次检查取得实效，禹州市
煤炭局专门成立了由禹州市政协副主
席、禹州市煤炭局局长田占营任组长的
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并在该局防水办下
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等
工作。同时，该局要求，各煤业集团区域
公司及所属煤矿要进行全面自查，切实
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各业务股室、执法
中队及驻矿站要高标准、严要求，对检查
发现的一般问题或隐患，要督促迅速整
改，做到边查边改；对重大隐患,要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对整改不力、进
度缓慢、成效不明显的煤矿要采取措施，
督促整改；对责令限期整改隐患而逾期
未整改等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
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禹州市煤炭局

确保煤矿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苏杭）为进一步强
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增强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生命至上”的理
念，7 月 12 日上午，建安区召开重点企
业安全生产集体谈话暨工贸企业安全
专项执法动员会议，建安区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部分安委会
成员单位负责人、建安区重点企业负
责人共 1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参会人员观看了 3 个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分别涉及液氨制
冷、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等。通过
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参会人员
充分认识到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性，进一步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做到
警钟长鸣，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增强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意识。随后，建
安区重点企业负责人签订了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参会人员
进行了安全生产应知应会测试。

会议指出，各个企业负责人要履
行好“第一责任人”的义务，带领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安全
生产工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
安全保障；要认清严峻形势，时刻保
持清醒戒惧；要借鉴教训，用别人的
事故警醒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忧患意
识，全力以赴抓好事故防范；要提高
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坚决落实好省、市各项决策部
署，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工作的标准、
质量和效益，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好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

会议要求，企业要坚持安全发展，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企业负责人要做
好表率，保证有一个专业团队来执行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监督其他部门；
要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不断
改善作业环境及安全条件；要落实好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防控的关
口要前移，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
强化应急管理，未雨绸缪保安全；要强
化演练，强化事故应急救援，提高全员
安全素养。

随后，会议对建安区开展工贸行
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作动员
部署，并就如何开展好该行动提出要
求。

会后，河南省、许昌市安全生产专
家委员会专家库成员，高级工程师李
会来教授，为参会人员讲解了《建安区
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
评分细则》。这为企业更好地开展隐患
自查自改、规范安全管理、保障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安区

增强企业
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

自夏季火灾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全
市消防部门加大对商城市场的监督检
查力度，发现并督促整改了一大批火灾
隐患，但部分单位对存在的隐患久拖不
改。现对存在火灾隐患的部分人员密
集场所予以曝光。

长葛市建设路与新华路交叉口长
葛市王庄蔬菜综合市场：未设置独立烟
感报警装置，消防器材配备不足，存在
一楼经营二楼住宿问题。

长葛市东转盘东 500 米路北长葛
市金桥农机商贸市场：存在一楼经营二
楼住宿现象，消防器材配备不全，未安
装独立烟感报警装置。

建安区新许路建安区家乐购超市：
未采用封闭楼梯间，通往小区道路安全

出口锁闭。
建安区梨园转盘南段许昌城南纺

织品商贸城：部分商户用电线路没有穿
管保护；市场内有部分商户外部放置商
品，占用消防车道。

禹州市钧州大街与迎宾路交会处
禹州市亚细亚商场：打开湿式报警阀，
喷淋泵未启动；部分防火卷帘下堆放杂
物；三层东疏散指示标志设置错误；部
分灭火器导管损坏；四楼东安全出口锁
闭；部分电气线路没有穿管保护；四层
违规设置儿童主题乐园。

禹州市禹王大道与药城路交叉口
禹州市永辉超市：测试手动报警系统无
法联动，商品占用疏散通道。

（市安监局提供）

存在火灾隐患的场所

按照市交通局安委办部署，7月 13日上午，许昌市地方海事局联合许昌蓝天救援队、市交通局等在市毓秀路小
学开展水上安全（防溺亡）宣传教育。

当天，许昌蓝天救援队讲师向同学们讲解了防溺水的相关知识，并告诫大家远离野外水域，暑假学习游泳必须
在家长陪同下到正规游泳馆。他们还向学生及家长发放了印有防溺水宣传知识的宣传页、笔记本等，并现场演示了
如何正确穿戴救生衣。图为活动现场。 柳进超 摄

本报讯（记者 苏杭 通讯员 刘汉雷
文/图）7 月 19 日至 20 日，省政府安委办
督导组在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省国
土 资 源 投 资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吴 孔 军（左
二）带领下莅临我市，对我市依法打击
和重点整治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
为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如图）。

督导组一行首先来到神火集团泉
店煤矿，认真查阅了该矿管理台账，并
深入井下进行实地检查。随后，在市政
府召开了煤矿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
汇报会。汇报会上，市安监局局长杨永
标汇报了我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市专
项行动成员单位和禹州市、襄城县、建
安 区 等 相 继 汇 报 了 各 自 工 作 开 展 情
况。在听取汇报后，督导组对我市高度
重视煤矿安全工作、坚守底线思维和红

线意识、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零死
亡”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我市
在专项行动中取得的成绩。

督导组指出，一要提高认识，保持
压力。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没有终点，要
始终保持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
任感、使命感，本着解决基础性问题、根
本性问题和长久性问题的态度，持续提
高认识，狠抓安全生产不松懈。二要各
尽其责，强化执法，形成合力。对违法
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 ”，切实督促整
改，消除安全隐患，全力抓好煤矿安全
生产工作。三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煤矿企业管理人员要增强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 法 定 职 责 和 义 务 ，加 大 安 全 投 入 力
度，筑牢安全生产基石。

省政府安委办督导组莅许督导
肯定我市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苏杭）为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近日，市旅游局组织召开了
市区旅游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集体谈话
会议。会上，各旅游企业负责人对担负
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进行了承诺。

会议要求，各旅游企业要强化底线
思维，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保持清醒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各项旅游
安全生产工作；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强化
红线意识，切实提高“没有安全，就没有
旅游发展”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
旅游安全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深入
排查安全隐患，加强防范工作，完善应急
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
住关键环节，确保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抓 好 培 训 演 练 ，强 化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整
治。同时，旅行社要密切关注旅游目的
地的天气变化，始终把游客的安全放在
第一位，确保旅游团队的安全和行车安
全；要针对不同季节，科学制订旅游线路
和产品，进行风险监测和安全评估，防止
发生安全事故。旅游景区要加强大型游
乐设施及带有危险性项目的排查监测和
维护管理，高度关注人员密集场所的安
全管理。酒店要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与
管理、疏散通道的日常管理等。

下一步，市旅游局将进一步强化日
常安全监管，加强组织领导，以许昌市旅
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利剑行动”、全市
旅游包车客运市场安全工作专项检查为
契机，聚焦旅游行业顽疾，整治侵害游客
合法利益的突出问题，推动我市旅游业
优质发展，确保旅游市场秩序安全稳定。

市旅游局

做好旅游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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