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专 刊 14
主编：杨跃伟 执行主编：汤电云 责任编辑：王珊 专刊热线：13974878912 投稿邮箱：hnrbmszk@sina.com

版式设计 粟丽华
第 9 期

省环境保护厅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省公安消防总队 湖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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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火患，我们在
■ 唐 璐 陈 萍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清剿火患，人人有责！
“只有通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才能不断将战役推向深入，最大限度地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为推进我省“四化两型”建设、加快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
目前，我省各地不断加强重大火灾隐患和典型火灾案例曝光，建立举报投诉中心，发动社会各界群众自觉参与到战役中来。

11 月 27 日，张家界市消防支队政委
颜兴华带队夜查，检查晨天酒店的消防安
全。 陈程 摄

11 月 15 日至 25 日， 岳阳市公安部
门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夜查行动，图
为岳阳市丹桂坊茶楼被岳阳消防临时查
封。 罗宁 摄

湘潭市岳塘区“盘龙布市”市场的醒
目位置被挂上了区政府督促整改的白底
红字“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警示牌。

邓拥军 摄

2010 年 12 月 16 日上午，株洲市政
风行风公众测评大会上掌声雷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 850 多位代表对
全市 52 家行政执法单位进行测评，现
场投票，现场唱票，现场宣布结果。株洲
市质监局以 90.436%的满意率荣获第一
名。

这个第一，浓缩了株洲质监四年拼
搏的点点滴滴；

这个第一，见证了株洲质监化蛹成
蝶的华丽转身；

这个第一，彰显了人民群众对株洲
质监的最高褒奖。

四年前， 株洲市质监局在全市 150
多个单位行风评议中排名倒数第三。为
了甩掉落后帽子，2006 年底， 新上任的
女局长王艳雁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大刀
阔斧改革，创新管理机制，优化服务模
式……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 ，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拼搏奋进。

四年后， 株洲市质监局的内部作
风、外部形象彻底改变。 2010 年，该局
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单位，成为全省质监
系统首家省级文明单位；2011 年，被评
为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先进单
位，成为全省质监系统唯一一家获此殊
荣的单位；2007-2010 年， 又连续四年
荣获 “全省质监系统先进集体”、“市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红旗单位”、“市整
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先进单位”
等光荣称号。

四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
瞬，对株洲质监而言，却是一次翻天覆
地的变革，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

权责观： 权为民赋，权
为民用就是工作的基点

以前， 株洲质监大会小会常受批
评，工作在政府摆不上位置、形象在社
会上评价不高、 队伍在执法中缺乏威
信。

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2006 年底，
局党政班子决定，下猛药、重整治、大调
理，从思想源头抓起，彻底改变株洲质
监“内无面子，外无位子”的工作局面。

2007 年初， 以公车管理为突破口，
株洲质监启动了革除积弊的破冰行动。
全局 42 台车，以前基本上日不归局，夜
落私家，公车私用堂而皇之，公务用车
无法保障。 为彻底纠偏立规，局里制订

了《车辆管理规定》，成立了由局领导任
组长的车辆管理小组，所有车辆由车辆
小组统一调配使用，实行出车申报审批
制、维修定点制、开支"三审结算"制等
相关制度，所有公车不得私用，不得未
批先用，一旦发现违章用车，由用车人
承担全部费用， 并视情节轻重予以警
告、罚款等处罚。

“从公车管理开刀，是想让大家树立
一种理念：党的领导干部手中拥有权力，
但这些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 来之于
民的权力必须用之于民。 ”王艳雁说。

四年来， 株洲市质监局勒紧裤腰
带，从各方面开源节流：公车管理一年
节约开支近 100 万元、所有领导除正常
公务宴请外没有一分钱额外报销……
节约下来的费用全部用于改善基础设
施、提高服务水平。2010 年 6 月，国家轨
道交通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暨株洲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
检测中心正式奠基， 中心投资 1 亿多
元，都是依靠株洲质监紧缩开支，多方
筹措。

有人说，质监系统权力大，是油水
部门，“用活”了权力，隐性收入不会少。
株洲质监人却认为，不论是个人收入还
是单位收入，必须取之有道。 “权力的行
使以责任的担当为前提， 违法乱纪、失
责渎职的事决不能做。 ”

为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 局里教
育、制度、整治三管齐下，制定了《业务
初审制度 》、《关于行政监察的有关规
定》等制度，将各所的执法检查权统一
上收，由稽查队集中行使，改变了过去
人人可执法、时常乱执法的问题；强化
巡查暗访、突击回访、企业走访，随时掌
控干部职工行政行为是否文明规范；重
点突出典型治理， 对执法作风粗暴、损
害行业形象的行为实行严打、 严防、严
治、严惩……一系列举措，弘扬了正气，
肃清了风气，彻底转变了干部职工的作
风形象。 近年来，全局没有发生一起违
法违纪事件，2010 年，局领导班子在全
市政绩考核中被评为一类。

服务观： 企业需求、社
会需要就是工作的出发点

“有些部门也许会用执法、罚款来

推脱行风评议落后的责任，市质监局同
样执法、同样罚款，但是服务做得好，照
样拿第一。 ”在全市政风行风公众测评
大会上， 市委书记陈君文掷地有声，最
真切、最生动、最直接地诠释了株洲质
监这 4 年由管理到服务的理念嬗变。

质监部门工作职能涉及计量 、标
准、食品、特种设备、认证认可等方方面
面。 以前，株洲质监各科室都是单独行
动，今天一批，明天一批，每个科室检查
一次，企业就要接待上十次，应接不暇，
疲于应对。

为减轻企业负担，全局深入开展了
转理念、优服务活动，建立了局领导联
系企业制度和综合服务制度， 实施定
点、定人 、定项目、定标准、定责任 “五
定”措施，由局领导带领相关科室、稽查
支队和技术机构组成综合服务队实行
一次性主动上门服务，为企业提供全天
候跟踪服务。 此举节约了成本，提高了
效率，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对于株洲质监的巨变，株洲知名企
业唐人神的体会尤为深刻。

2010 年底， 唐人神集团筹备上市，
找到了株洲市质监局，请求帮助其检定
仪器设备、检验产品质量、完善质量控
制体系、解决生产难题。 按照传统的工
作模式和工作安排，完成这些工作至少
要半年以上时间。为帮助企业尽快做好
上市准备工作，助推企业发展，株洲质
监特事特办，局长亲自带队，立即组成
了综合服务队来到唐人神， 把脉问诊，
制定了一揽子方案，一个星期内帮助唐
人神解决了所有问题。 "质监局急企业
所急，解企业所难，工作效率高，工作态
度好，真是企业的福音，老百姓的贴心
人。 "唐人神董事长陶一山主动上门拜
访道谢，并与质监局建立了产品质量委
托检验机制和技术检测合作机制，双方
关系不断深化。

“行政机关多年形成的积弊之一，
就是高高在上，以监管者自居。 我们要
适应形势谋发展，必须彻底转变重监管
轻服务，重结果轻程序的理念，推动机
关行政模式由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化。 ”
王艳雁说。

服务企业，要将心比心，为企业排
忧解难。

2009 年 7 月 2 日，湖南昊华化工有
限公司 1 台水煤浆锅炉因司炉工操作
失误，致使全厂停产。按照正常情况，要

在停炉 3 天才能进入锅炉检查。为减少
企业损失，株洲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的检验员在锅炉停炉当天，炉膛温度高
达 50 摄氏度的情况下， 一头钻进了闷
热的炉膛，查清事故原因，提供修理方
案，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服务企业，要多管“闲事”，助力企
业发展。

2009 年，株洲智成化工有限公司研
发了一种餐具洗涤用品———“氧净”。该
产品去污力强，安全环保，国内首创，市
场前景看好。但是由于该产品标准的技
术指标与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不一致，
无法办理生产许可证。株洲市质监局了
解情况后， 由一名副局长为联系人，帮
助企业修改标准，改进工艺，并与企业
一起远赴重庆与国家餐具洗涤剂生产
许可证审查中心协调，迅速帮助企业办
理了生产许可证。

服务企业，还要敢于作为，推动行
业进步。

日用炻瓷是醴陵瓷器的重要品类。
目前，全省有 600 多家炻瓷企业，产值
逾 60 亿元，却没有专门的、统一的产品
标准。标准的缺失，导致产品良莠不齐，
行业发展受阻 ， 产品出口受到影响 。
2009 年， 株洲市质监局向省质监局争
取湖南省炻瓷地方标准立项。 2010 年
11 月 ， 全 国 首 个 日 用 炻 瓷 地 方 标
准———湖南省炻瓷地方标准诞生，为醴
陵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国际市场
竞争力注入了强劲力量。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
源，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要合法合规，
企业的需要就是质监部门工作的出发
点。”2010 年，株洲质监共对 114 家企业
进行了上门综合服务， 扶持 21 家企业
准备上市，为企业解决标准、质量、计量
等方面难题 30 多项， 减免费用近 800
万元。

大局观： 政府关心、群
众关注就是工作的焦点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突发。 作为
食品生产的监管主体，株洲质监第一时
间拉响了警报。

株洲质监局连夜召集会议， 研究部
署对策。 布置完工作，已是晚上 11 点多
钟，局长又带领食安科的同志马不停蹄，
连夜赶赴株洲市奶制品生产企业———
攸县百草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看生
产现场、取证、封存货物及原料，严防株
洲生产的不合格奶制品流入市场。

第二天，株洲质监与卫生、工商等
相关部门紧急协调，在全市开展了市场
抽样、不合格产品召回等行动，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信息，正确引导，有效防止
了市民恐慌。 之后几十天里，株洲质监
人数十次深入到株洲两家奶制品企业
生产现场，妥善处理了奶制品生产领域
中的问题，规范了企业生产行为，杜绝

了不合格产品上市流通，有力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安康。

“作为监管部门， 要获得企业的认
可、政府的肯定、群众的支持，就必须为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多做实事。 ”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株洲质监局
在 2008 年冰灾中加班加点， 奋力工作
在一线，检修、抽检电力、通讯、公共游
乐场所设备，保障了灾中灾后的生产重
建；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 他们在 08
年奥运、09 年国庆、10 年世博等重大活
动中， 对全市相关产品进行地毯式排
查， 对产品销往相关城市的企业和开、
闭幕式烟花特供企业指定专人监管，确
保株洲产品的质量安全。

在 2007 年两型建设， 株洲人记住
了质监卫士不惧压力，紧盯死守，坚决
配合市政府关停改造 18 家高能耗、高
污染企业的身影；

在“平安和谐株洲创建”中，株洲人
感动于他们走街串巷，深入角落，开展
“三合一”、“城中村” 集中整治和食品、
农资专项治理，一心为民的真情。

四年时间， 株洲质监把政府关心
的、群众关注的作为工作的焦点：全面
开展了质量兴市和标准化战略，建议市
政府设立了株洲名牌产品奖，建立了名
牌产品奖励机制，帮助企业提升质量意
识和产品质量控制能力。 目前，全市共
有中国名牌产品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1 个， 湖南省质量奖企业 1 家，
湖南名牌产品 45 个， 名牌总数稳居全
省第二；

四年时间， 他们消灭了无标生产，
2009 年以来成功申报工业标准化项目
198 项，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4 个，参
与国际和国家标准制定 40 余项。 围绕
食品、特种设备等关系民生安全的重点
产品， 每年开展各种专项整治行动 40
余次， 自 2005 年以来累计办理质量案
件 1000 余起，涉案金额 3 亿余元……

四年时间， 让质监重新审视着株
洲，也让株洲重新认识了这个勇担责任
的优秀团队。

如今的株洲质监，时刻牢记把地方
的发展作为部门发展的前提，一切以人
民利益为先，以社会发展为先。 我们相
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一定能为更
好的株洲发展保驾护航！

群众心中有杆
———株洲市质监局“四年大变样”带来的启示

本刊记者 王珊 汤电云 胡劲波 曹宏

湘潭：盘龙布市“吃”红牌

11 月 29 日， 湘潭市消防部门按
照《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将该市
盘龙布市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下发《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提
请岳塘区政府实施挂牌督办，要求在
12 月 10 日前整改到位。

盘龙布市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宝
塔北路盘龙商业街， 于 2007 年 3 月
正式营业。 建筑总面积约 62500 平方
米，整个布市有 287 家商铺，几年来，
部分经营户对店铺装修时， 随意拉
线，任意遮挡，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消
防设施。 尤其是在吊顶时，自动灭火
系统喷淋头和烟感等器材被遮拦、损
坏现象较为普遍。

二楼的一家窗帘店内，笔者和一
个叫肖芳的店主攀谈起来。 她说，刚
进入盘龙布市时，装修人员考虑到太
阳射入店铺，会让窗帘褪色，影响样

品的效果， 便将外墙的窗户完全封
堵。 对于消防部门的责令整改，她表
示理解和支持，并会尽快按照要求整
改到位。

被挂上“红牌”以后，盘龙布市总经
理助理戴应彬多少显得有点尴尬。 但
他表示，为摘掉“红牌”，他们将按期
限、按要求克服困难，彻底根除火灾
隐患，确保市场消防安全。

在“清剿火患”行动中，湘潭市万
博港工业品超市、 金海水果市场、鹤
岭大酒店、 金三角宾馆等 15 家单位
或存在 “未设置自动消防设施”、“自
动消防设施损坏严重或不能正常运
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等影
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被湘潭
市人民政府挂牌督办。

张家界： 纬地酒店消防
疏散通道成“宿舍”

“通道被堵塞， 一旦发生火灾人
员将无法逃生，后果不堪设想！”10 月
29 日，位于张家界市城区的纬地酒店
10 楼休闲中心被临时查封。

在纬地酒店 10 层， 总建筑面积
达一万三千余平方米。 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检查时发现， 该酒店 10 楼休闲
中心在西侧的疏散楼梯间设有员工
宿舍，约有 5 名员工住在内，严重威
胁公共安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张家界
消防部队决定对该单位予以临时查
封，并告知当事人对于存在的火灾隐
患应当立即组织整改。

自“清剿火患”战役开展以来，张

家界市全警动员、全员参与，对存在
严重火灾隐患的单位、场所，积极运
用各种法律行政手段， 严格查处，绝
不手软。 同时，积极健全“网格化”排
查体系，实行责任包干制度，建立火
灾隐患排查台账。 “清剿火患”战役开
展以来，支队共检查单位 2820 家，发
现火灾隐患 7493 处， 有效净化了社
会消防环境。

娄底：双峰网吧火患重重

11 月 28 日晚上， 位于双峰县永
丰镇书院路的熊猫网吧内，100 多人
在上网，有人吞云吐雾，还顺手将烟
头丢弃在垃圾堆里。

消防监督人员在检查时发现，该
网吧并未按规范要求设置自动喷火
系统和防火分区，网吧内出口也未设
置防火门。 随后在复兴路的玫瑰园网

吧检查时又发现该网吧的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早已损坏，且未按要求设置
室内消火栓。

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这两处网吧
火灾危险性极大， 一旦发生火灾，将
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依据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重大火
灾隐患判定督办及销案办法 （试
行）》，可确立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
位。 随后，双峰县人民政府将其挂牌
督办整改。

岳阳：突击夜查 10 家
单位被查封

11 月 15 日至 25 日，岳阳市公安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 “网格
化”、“地毯式”“清剿火患”夜查行动，
城区加州阳光商务会所、 家园招待
所、丹桂坊茶楼、自由天空网吧等 10

家单位被岳阳消防临时查封。
夜查行动中， 岳阳城区 10 家单

位由于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
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消防设施、
器材、 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
效 ；损坏 、挪用消防设施 、器材等原
因，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为防患于
未燃， 将火灾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
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法律法规，岳
阳消防支队对此 10 家单位下发了
《临时查封决定书》， 并要求限时整
改。

为期 10 天的夜查行动， 岳阳城
区共出动监督检查人数 902 人，检查
单位 423 家，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
为 1085 次，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334
份， 进一步消除了城区火患隐患，为
城区市民营造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消
防安全环境。

永州：重拳出击曝隐患

为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特别是
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提高
全社会抗御火灾能力，11 月 28 日，永
州东安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存在重
大火灾隐患的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
芦江市场实施政府挂牌督办。

东安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芦江市
场由于存在违章搭建易燃、可燃雨篷，
占道经营，堵塞消防车通道等问题，按
照《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中的判定
标准， 确定该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 县人民政府在了解情况后高度重

视，并对芦江市场挂牌督办。
与此同时，财记大酒店 、好百年

家具广场等单位均因存在火灾隐患
被当地政府挂牌督办。 为确保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能顺利摘牌，永州市各地
政府要求利用媒体实时跟踪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久
拖不改， 严重违法违章从事生产、经
营的单位公开曝光，引起全社会的广
泛关注，形成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的
良好社会氛围。

衡阳：挂牌督促整改力度大

近日， 衡阳市斯门厂床垫厂、衡
南县人民医院等 34 家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被衡阳市市政府挂牌督促整改。
其中，耒阳市博才幼儿园等 3 家单位
被省政府挂牌督促整改。

自“清剿火患”战役开展以来，衡
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通过建立分片包
干制度，实施“网格化”排查，重点检
查人员密集场所和高层地下建筑等，
并建立了火灾隐患举报投诉中心。

这次被挂牌督促整改的 34 家单
位存在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识损
坏、 没有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没
有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全出口
或疏散通道数量不足、室内消火栓无
水且不能正常使用等重大火灾隐患。
对此，衡阳消防部门报请省、市两级
政府挂牌督办，采取严厉的行政执法
措施督促隐患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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