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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把安全生产扛肩上放心上抓手上
新郑市组织召开
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暨双重预防机制培训会议

新郑市召开
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27 日，新郑市
组织召开全市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暨双重预防机制培训会议，
宣传贯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知
识及双重预防机制，为下一步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上，新郑市住建局党组
书记、
局长李宗元通报了近期全
国发生的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
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
排。会议邀请了河南五建集团、
安全部部长、
郑州市建设工程专
家库成员朱宏洲和郑州市安监
站刘喜杰传授安全生产知识。

本报讯 3 月 20 日，新郑
市召开 2019 年学校及周边
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对全市
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整治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根据会议安排部署，
新 郑市将切实提高食品安
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强化重点环节管理、强化宣
传教育培训、强化安全检查
整治。进一步强化食品卫生
安全工作岗位职责和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方责
任、
完善应急预案，
落实考核
问责。强化责任担当，加强
执法协作，
严格督查考核，
切
实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全力维护好全市学校及周边

会议要求各单位建立健全
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解
决好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针对建筑工地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和安全生产薄弱
环节，认真查找存在的安全隐
患，提前防范。对查出的隐患
要立即整改，责任落实到人，特
别是对重大危险源项目要加强
监控。要摸清在施工当中存在
的动态安全隐患，并对其加强
督查管理，以确保施工安全。
各施工、监理单位要结合
施工现场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切实加强对施工现场重点部位
和环节的监控管理，及时发现
隐患，认真做好记录台账，切实
整改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项目经理要坚守在第一线，全
面掌握、部署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 作 ，落 实 好 值 班 带 班 制 度 。
切实负起责任，查缺补漏、突出
重点、高标准落实各项防尘措
施。对各项硬件设施要及时检
查，发现故障及时维修。对现
场进行动态化管理，特别是作
业面，要做到生产和不生产一
个样。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卫生健康委 检查基层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落实郑州
市卫健委、新郑市应急管理局
紧急会议精神，新郑市卫生健
康委所有班子成员下基层单位
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卫健委副主任毛保卫带队
对孟庄镇卫生院的安全生产、
消防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对

无应急管理标志、消防通道不
畅通、电线私拉乱扯等隐患问
题，要求严格整改到位，并要加
大巡查力度，防止已整改问题
死灰复燃，确保各卫生健康系
统消防、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发展。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辛店镇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新郑市文广旅局 开展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
本报讯 3 月 24 日，新郑市
文广旅局组织全局班子、中层
及全市旅游企业、文化企业负
责人，召开行业安全大排查动
员会。对全市开展行业安全大
排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即日起，新郑市所有文化
广电旅游企业、图书馆、文化娱
乐场所、
景区、
文物点、
旅游星级
饭店、农家乐等，必须按照“四
大”攻坚行动“七查七看”的要

求，对包括生产作业环境、生产
工艺、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
制度和所有岗位、所有风险管
控措施等进行全面自查自纠。
同时市文广旅局组织人员对行
业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检查。
会议要求：文广旅系统全
体干部职工和企业清醒认识当
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
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强力推进
文化广电旅游文物行业隐患排

查整治攻坚战；要持续深入开
展 好 安 全 生 产“ 四 大 ”攻 坚 行
动，迅速组织开展文化广电旅
游文物系统隐患排查整治行
动，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
势;要强化责任，狠抓落实，推动
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以最
坚决的态度强化执行，以最严
厉的措施狠抓落实，确保安全
生产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新郑时报 李显文

具茨山管委会 把森林防火工作当作重大安全事项
本报讯 近日，
具茨山管委会
组织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专题会。
会上，管委会主任郭伟酬
提出：一是要深刻认识当前的
严峻形势，高度重视森林防火
工作；二是切实加强防火宣传
教育，充分发动群众；三是加强
野外火源处理，
加强节假日烧香
拜祖火源管控；
四是加强领导，
严
格问责；
五是加强防火队伍建设。
管委会党委书记薛智强
表示：今春干旱少雨，森林防火
任务格外艰巨，各部门、各行政
村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把
森林防火工作当作重大安全事
项，抓住重点环节，认真抓好落
实，
全力做好春季森林防火工作。
宣传动员到位。把加强森
林防火宣传作为抓好防火工作
的重头戏，在交通要道及进山
路口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

标语，出动宣传车辆，发放宣传
彩页等，广泛开展森林防火、文
明祭祀宣传，并印制《大手拉小
手森林防火倡议书》向辖区内
学校学生进行发放，引导学生
及其家长争做护林防火践行
者、宣传者，建设一支专业的森
林防火和管护队伍。
火源管控到位。严把“三
关 ”控 制 火 源 ，即 一 把“ 入 山
关”，确保火源、火种不上山；二
把“农事用火关”，深入群众家
中进行春耕、祭祀用火和孩童
玩火提醒，及时对出现烟雾区
域进行隐患排查，三把“迷信用
火关”，倡导文明祭祀，要求各
村强化对坟山、庙宇及周边用
火管控力度。
巡逻管控到位。对在境内
的坟山坟主，要求各村进行登
记造册，对清明祭祀活动派人

食品安全。
新郑 市 副 市 长 李 猛 表
示，要提高认识、完善措施，
把食品安全工作在手里、放
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要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强 化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 责
任。要进一步 加大培训教
育 力 度 ，落 实 信 息 上 报 制
度，制定完善的应急措施。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整
合部门力量，形成合力，要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坚
决 打 击校园食品安全违 法
行为，确保广大学师生的饮
食安全，让家长放心，让人
民群众满意。
新郑时报 李显文

跟踪看守到位。同时利用防火
监控、蓝天卫士等监控设备，对
森林公园保持严密监控，安排
防火队员每天进行不定期巡
逻，
发现火情及时处置。
值班值守到位。防火队员
及管委会值班人员严格落实 24
小 时 值 班 ，严 格 执 行“ 有 火 必
报、报扑同步”规定，保证通信
畅通。确保平安清明。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上午，
辛店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
进一步动员全镇上下认清
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
切
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确保把安全生
产工作落到实处。
会上，
镇党委书记李军辉
传达学习了国家、
省、
郑州市
及新郑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精神，
要求各行政村、
各企业
按照工作要求，
认真开展安全
生产“大暗访、大排查、大整
治、
大执法”
工作，
进一步提高
全员管控风险、
消除隐患和有
效应对初期险情的岗位应急
处置能力。
镇党委副书记张磊宣读
了《辛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防范化解安
全风险工作的通知》文件。
辛店镇派出所、电管所分别
通报了对中冠砼助剂有限公
司和郑州铭涛建材有限公司、
宏利鞋底厂处理情况。该镇
辖区企业代表鑫正树脂厂、
王
行庄煤矿以及辛店村支部书
记代表作表态发言，
表示全力
做好辖区内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
狠抓问题隐患整改，
坚决
防范风险管控不到位、
隐患整
改不彻底而发生事故。
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王燕
安排部署了辛店镇近期安全
生产工作。王燕表示，全镇

各企业、
各部门、
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性，
积极做好组织协调，
严格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思
想认识到位，
组织领导到位，
努力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坚 决 采取 有力有效 措
施，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主
动作为，迅速开展拉网式排
查、
整治安全隐惠，
堵塞安全
漏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讲一百遍不如问
责一遍，检查一百次不如处
罚一次。
”要加大对重点行业
的排查力度，各职能部门要
加大检查督查力度，保持严
查严管思想不松、
力度不减，
要加强对停产整顿、关闭取
缔企业的监督检查，强化现
场管控，
落实专人盯守，
严防
明停暗开、
假停假改，
严防死
灰复燃；各企业要按照会议
要求，
认真落实，
加大安全培
训、
隐患排查整改力度，
严格
落实整改措施，
开展好应急救
援演练等重点工作，
确保辛店
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