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涟源市古塘乡把“十八大”期间的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
面开展“百日安全生产”保障专项行动，成
立了以党委书记曾海和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对专项行动做到了早安排、早部署、早
落实。 以全力保证安全生产平稳健康发
展。

工作上高效推进 安全生产工作，关
键在落实，关键在行动，为确保工作到位，
该乡从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动
员、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明确监管责任分
工、强化隐患排查五个方面入手。 展开了
一系列工作。

本刊记者在该乡了解到，此次专项行
动分为矿山安全、交通安全、危险品、烟花
爆竹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建筑消防及公

共安全、其他行业安全等六个组，针对煤
矿、采石场、道路交通、学校、消防、危险化
学品等安全工作的重点行业，积极排查隐
患，强化整改，并实行分管领导一天一调
度，主要领导一周一调度，乡安委会一月
一调度工作机制。

措施上高位运行 为确保安全生产

保障专项行动工作落到实处和“百日安全
无事故” 竞赛活动取得实绩，该乡党委政
府动真格，从作风上、制度上、督查上加大
力度。对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排查出来的重
大安全隐患，采取坚决措施，果断处置；对
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企业进行停
产整改，绝不姑息，同时对存在“三违”行
为的坚决实行顶格处罚。

（张艺辉 何汉斌 邹正文 周新诚）

安全生产11

湖南常德兴广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宏泽佳园项目经理部
湖南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

31

主编：杨跃伟 执行主编：杨振华 责任编辑：张福芳 编辑：王恺凝 石凌炜 王 茜
专刊热线：18673159938 0731-84329829 电子邮箱：313129266@qq.com

安全生产三湘行

安全快讯

8 月 6 日上午 8 时， 常德市交警支
队直属二大队民警在市城区丹阳天桥

下， 将一辆牌号尾数为 256 的摩托车遮
阳伞收缴。 自 7月中下旬以来，城区各交
警大队共收缴摩托车遮阳伞 521把。

为进一步打造安全、文明、畅通、和
谐的交通环境，连日来，常德交警部门
加大了市城区交通秩序“五项”整治。 各
路面一线民警冒着高温酷暑，坚守常张
高速连接线、沅水二桥、五岔路、桥南圆
盘和临岗公路圆盘 5 个卡口，严格对常

德大道过境货车实行分流 。 依托锁车
器、皮卡车、电动摩托车等警用装备，对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的违
停行为进行高密度锁车、扣分和拖车管
理。 加大 12 个外围路口卡点把守和 5
个流动巡查组力度，对禁行机动车违法
进城行为进行严堵和查处。 对各条主干
道上的摩托车打伞和的士车不系安全

带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乱串马路等不

安全行为 ，开展收缴 、劝导 、查纠和管
控。 （胡海军 牟建平）

常德交警：
五项整治创文明、保安全

近期，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新建的自动化养殖场投入试运行， 一个
标准化规模基地、沼气发电示范工程、污
染防治样板与人文科技循环经济圈，在
茶陵县完美呈现， 配套形成年出栏牲猪
18 万头、 饲料加工 26 万吨生产能力 ，
“龙”型链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肉品安
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据介绍，该项目自 2011 年 8 月动工
新建，投资 9406 万元、占地 2000 亩，引
进国际先进猪场专用管理软件，采用自
动化输料喂养 、全自动环境控制 、智能
化母猪群养等系统和屋顶双层夹心彩

钢瓦 、地暖设备 、双层全漏粪地板等一
流设施设备 ，保证了猪舍“冬暖夏凉 ”，
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一人每年可累计饲
养牲猪 12000 头次以上， 比传统饲养效
率提高 10 多倍，节水 80%，延伸沼气发
电 、有机肥料等关联产业 ，尤其是杜绝
饲料打包、运输、拆包及储存中的污染，
确保了出栏牲猪肉品安全。

据了解，自 2006 年至今，农发行茶
陵县支行为其累计贷款 20630 万元，有
力支持了该公司的安全发展。

（李壮志 罗志刚 张圣红）

龙华农牧科技公司：
创新科技管理，确保肉品安全

近日， 本刊记者在涟源市林业
局了解到， 为确保党的十八大期间
森林资源和生态资源安全， 涟源市
将森林防火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工

作安全保卫战。 涟源市林业局下发
文件， 全面安排部署百日安全生产
工作。 今年来，该局认真贯彻“预防
为主，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始终
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真
正把安全贯穿到了各项工作中，至
今未发生安全事故。

立足“实”字抓安全
涟源市委、市政府对森林防火工

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曾益民、市长
谢学龙等领导多次部署森林防火工

作，市级领导分别对 24个乡镇、森林
公园、开发区、风景区等单位进行挂
点指导督战森林防火。 在今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期间， 市委书记曾
益民带队对北部桥头河、 湄江等 12
个乡镇场进行森林防火工作督查；市
长谢学龙带队对南部白马、 荷塘、龙
山等 12个乡镇办场进行森林防火工
作督查。督查组对各乡镇办区场进行
轮番督查共 120余人次。共发现火灾
隐患 62处， 提出整改意见 56条，责
令限期整改到位。此举卓有成效的减
少了森林火灾的发生。

切实加大宣传力度。 涟源市林
业局印发市人民政府关于 《切实加
强森林防火工作工作》通告 5 万份，
《致家长公开信》10 万份 ，《致全市
人民公开信》10 万份发放张贴； 投
入 15 万余元，制订钢筋结构的大型
永久性宣传牌 298 块， 书写大幅宣
传标语 385 条， 出动宣传车队 186
台次。增加经费 62 万元用于购买器
材 ， 全市用于森林防火经费共达

108 万元。

注重“严”字固安全
在市委政府领导下， 涟源市林

业局与各防火成员单位联系各乡

镇、办事处；各乡镇、办事处联系各
村； 村组包山头地块， 层层落实责
任，真正做到山有人护，火有人管，
责有人担。 该局分三个大组对全市
分区域实行六包责任制，即包宣传、
包巡逻、包稽查、包扑救、包查处、包
值班。与各乡镇、办事处签订了森林
防火责任状。 并将森林防火工作

单独纳入各乡镇、 办事处的年终目
标管理考核测评，奖优罚劣。进一步
加强和提高了各行政单位及责任主

体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积极

性、主动性。
加强基础设施及应急队伍建

设。 建立了市、乡、镇扑火物质贮备
库；组建完善应急分队 942 支，队员
1586 人 ， 明确每村一名专职巡逻
员 ； 进行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 46
次。采取超常措施，加强野外火源管
控和责任追究， 制订完善了野外火
源管理制度； 实行森林防火行政首
长负责制； 加强值班备勤， 保证信
息、指令畅通。

今年以来， 涟源市发生森林火
灾 17 起（域内引发 16 起，域外引发
1 起），火场总面积 119.3 公顷，受害
森林面积 30.4 公顷，损失林木成林
蓄积 1249.5 立方米。 除域外安化

县发生蔓燃至该市伏口镇青山硫铁

矿火灾，已致函安化县处理外，域内
所有发生火案已成功侦破，结案 15
起，待结案 1 起，刑事拘留 7 人， 林
政处理 8 人，行政问责 4 人，共挽回
经济损失八十余万元。

（ 张艺辉 何汉斌 罗利平）

涟源林业局

严实安全生产监管见成效

伏口镇位于涟源市西北部，处
新化、安化、宁乡四县市交界之地，
历来商贸流通活跃，人员往来密切，
素有“金三角”之称。

近几年来， 涟源市伏口镇党委
政府全面贯彻上级有关精神， 坚持
以安全生产为中心工作，卓有成效。
该镇现有的 9 个煤矿全部按上级要
求完成技改扩能， 基本完成三化建
设，已通过验收。石膏矿和锰矿等也
按照地下企业标准同步进行。 6 个
采石场全部按台阶式阶梯开采，有
效完成了安全生产工作稳中求进的

工作目标。

安全压倒一切

安全生产是该镇党委政府工作

“三根高压线”之一，“抓安全就是抓
发展”，镇党委书记龙妙安、镇长李
振兴坚持下井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

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以健全机构网络、 完善考核奖

惩机制为创新载体。 该镇注重提

高监管企业领导和职工、 兼职安监
员、 管理员和信息联络员的安全生
产工作水平， 健全了各应急救援机
构和机制，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安全监管网络。

每年举办各类安全工作培训

班， 严格安全监管工作人员持证上
岗制度。 使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上
高度重视，行动上雷厉风行，工作上
恪尽职守，生活上廉洁奉公。

落实重于一切

“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就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动力和成

绩”。 该镇坚持以制度为本，责任分

解落实的原则， 完善健全各种工作
制度。 3 年来，共查出煤矿安全隐患
1536 处 ， 非煤矿山安全隐患 115
次， 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 75 处，烟
花爆竹行业安全隐患 46 处，工业企
业安全隐患 41 处， 学校、 建筑、餐
饮、商贸等行业安全隐患 145 处。并
及时整改，奖罚分明。有效调动各监
管单位的积极性， 提升各监管企业
的紧迫性，安全责任得到全面落实。

投资优于一切

企业是安全生产工作的主体，
督促企业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加大资

金投入一直以来是该镇安全生产工

作的核心， 该镇对地下企业的人员
定位系统、 监控系统、 瓦斯抽放系
统、通风系统、顶板管理系统等实行
专人专矿跟踪负责， 严格要求企业
负责人按照上级要求， 保质保时的
完成。

近两年来， 镇财政投入安全资
金 100 余万， 有力地激发了全镇上
下齐抓共管搞好安全生产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该

镇煤炭领域杜绝了较大以上安全事

故；道路交通领域在指标控制范围之
内；烟花鞭炮、危险化学品等行业实
现了零死亡。 同时，该镇安全工作得
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荣获娄底
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1次，涟源市安
全生产先进单位 2次，涟源市道路交
通安全先进单位 2次，涟源市调煤保
电工作先进单位 3次，娄底市先进个
人 2人次，涟源市先进个人 6人次。
（ 张艺辉 何汉斌 熊天懿 ）

涟源伏口镇

争创省级安全生产示范乡镇

新化县温塘镇车田江水库是娄

底市最大的大型水利工程，库区横跨
新化县和涟源市，因地处偏远，库区
交通极为不便，特别是在农村学校调
整布局后，部分地区中小学生必须乘
船上下学，安全隐患突显。
温塘镇党委政府及时跟进，斥资

40 余万元新造了一艘高标准学生
专用船舶， 以解决库区境内 6 个村
近 50 名中小学师生上学难、通行不
便的问题，该船为机动全钢结构，由
海事部门设计制造， 一次可以搭载
40 名学生。

为确保航行安全，温塘镇为该船
聘请了专业驾驶员， 配备了各种安
防救生器材， 在库区各村投资新建
了学生专用码头， 同时严格落实签
单发航和上下船舶交接制度， 每个
学生从出校门到上下船舶， 都有专
门人员负责登记检查，实现船管站、
村委会、学校全程陪护式监管，以确
保师生安全。
温塘镇位于新化县东北方，距县城

45公里，自然资源丰富，是我省重点产
煤乡镇，新化县经济重镇、财源强镇。

（康怡光 谢如松）

新化温塘镇

重金打造高标准学生专用船舶

日前 ，涟源市枫坪镇启动了 “百
日安全无事故”竞赛活动 ，成立了由
党委书记旷庆贤任顾问，镇长肖卫渠
任组长， 其他党政领导任副组长，镇
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

“百日安全无事故” 竞赛活动领导小
组。

认真宣传安全 ， 营造良好氛围
该镇让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工地、进
机关、进社区、进村庄、进学校 、进家
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
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对煤矿企业实行“大排查、大整改、大
落实、大提高”的专项行动，有效地推
进了“打非治违 ”，形成上下联动 ，共
争安全的良好氛围。

煤矿停产整顿 ， 制订安全方案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该镇新近出台了
《关于对全镇所有突出矿井实行停产
整顿的通知》， 在规定时间里对全镇
所有煤矿全部实行上锁、只许通风排
水的监管政策，严格落实停产整顿期

间 24 小时驻矿监管制度。 组织驻矿
干部、驻矿安监员、技术主管、煤安站

站长与煤矿矿长 、总工程师 ，下井逐
头逐面检查隐患 ， 逐个编制整改措

施。 有些煤矿修改方案达 6 次，到目
前为止 ，全镇 9 个矿井 ，己有 8 个矿
汇总编制出切合实际的 “大排查、大
整改 、大落实 、大提高 ”专项行动方
案，其中枫坪煤业的整改方案正在编
制之中。

有效推进活动 ， 安全不走过场
本刊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上至该镇
党委书记 、镇长 ，下至各企业安全管
理人员，都一一明确了具体的管理职
责和奖励处罚制度，把安全工作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8 月 6 日该镇开
展了夏季煤矿安全大检查 ，把 “大排
查、大整改 、大落实、大提高 ”专项行
动进一步推进。

镇长肖卫渠告诉本刊记者，下阶
段 ， 镇党委政府将督促落实好各单
位的整改方案，并严格考核到位。 在
纵深推进百日安全竞赛活动的同

时 ，及时总结经验 ，认真分析形势 ，
多措并举扎扎实实做好安全工作 ，
喜迎党的“十八大”。

杨振华 张艺辉 何汉斌 李 平

枫坪镇镇长肖卫渠（左）在该镇群力煤矿指导工作，听取汇报。 李平 摄

近年来， 双峰县三塘铺镇全面
创新管理模式， 大力推行安全生产
精细化管理， 在狠抓主体责任落实
上下功夫， 在强化安全监管措施中
做文章，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创新管理模式，推行精细管理，
确保责任落实。 为切实强化各部门、
各行业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该镇
党委政府创新工作机制， 推行精细
化管理模式。 根据安全监管实际情
况，该镇明确各单位的职能职责，同
时充分发挥安委会职能， 引导各单
位协调联动 ，分工协作 ，互通信息 ，
联合执法，不留监管盲区。 制订了各
单位、行业领域责任状；制定了考核
细则，细化对各责任区 、社区 、安委
会成员单位 、村 、居委会 、企业以及
煤矿安全监管责任人的目标管理考

核。 通过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
任书，将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任务和
责任逐级落实到每一个单位， 落实
到每一个人。

强化交办督办 ， 严格考核奖

惩 ，确保工作实效 。 镇安委会根据
工作实际交办给各责任区 、 社区 、
安委会成员单位的工作 ，都明确工
作完成时限 ，同时要求各单位协调
联动 ，分工协作 ，互通线索 ，采取联
合执法 ，逆向追查的方式 ，彻底切
断非法违法行为的生产 、 经营 、建
设链条 ，不留监管盲区 。 该镇安委
会办公室对安委会交办的工作按

月建立交办工作完成情况台帐 、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台帐 ，按交办
内容 、工作要求 、完成情况 、扣分情
况及原因等条项对各单位的履职

情况，严格按考核细则进行考核。
该镇安委会每月不定期组织安

监站、督查室对各单位、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保障工作实效。在按月进行目标管理
考核的基础上，年中和年底对各单位
工作情况进行两次全面考核。对照年
初签订的责任状，按考核情况分等级
进行奖罚，及时发出专项通报，奖优
罚劣。 （张艺辉 何汉斌 邓 斌）

———三塘铺镇力推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

建机制 强责任 重落实 保实效

涟源市安平镇力达煤矿是全国瓦斯治理 “双百
工程”建设示范矿井，湖南首家利用瓦斯发电的乡镇
煤矿。 2005 年， 在全省乡镇煤矿中建立了第一套地
面瓦斯抽采系统； 瓦斯发电站 2009 年 6 月建成，装
机容量 2×500kw， 同年 12 月与国家电网并网发电，
开创了全省乡镇煤矿瓦斯发电先河。

（张艺辉 何汉斌 刘 静）

8 月 10 日 ，
由国家煤监局副

局长王树鹤带队

的国家安监总局

督查慰问组到涟

源市安平镇力达

煤矿调研慰问 。
娄底市副市长吴

建平 、 娄底市煤
炭局局长陈奉文

等 领 导 陪 同 调

研 。 涟源市相关
部门领导及安平

镇党委书记李志

龙 、 镇长易正军
等 也 在 调 研 现

场 。 力达煤矿董
事长陈建初做了

主 题 汇 报 。
（图为调研现场
刘江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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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古塘乡

多举措保平安 喜迎“十八大”

安全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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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竞赛

杨 涛 张艺辉 何汉斌 杨振华

涟源市

工商局局长

梁建辉（中）
带队在市场

巡查食品质

量安全。
杨涛 摄

涟源市工商局在局长梁建辉的

带领下，创新监管模式 ，转换执法理
念 ，认真履行职责 ，建立起 “行政执
法、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确保流通领域食
品安全。

工商监管“三落实”
巡查落实。 全面落实市场巡查制

度，将每月两次食品巡查记录及时录
入到经济户口台帐里。 创新“六查六
看”制度，做好电脑录入及书式归档
工作。

监测落实 。 开展三级制检测工
作，一是经营者“自检”；二是工商所
快速检测 ， 按要求每月抽检多个批
次食品 ，涉及猪肉 、牛肉 、等 100 来
个品种；三是送检，相关责任人将无
法检测的食品以及对检测有异议的

食品送往上一级检测机构进行专业

检测。
责任落实。 推行分级分片问责制

度， 明确了监管单位与经营者的责
任；实施工商干部与食品经营户联系
制度，并把工商联系人的姓名、职务、

电话、照片制成公示牌 ，悬挂在食品
经营门店醒目处。

企业自律“三强化”
强化双赢理念。 强化守法经营就

是企业生命线的理念，加大“金杯、银
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理念的宣传力
度，组织广大企业主进行培训 ，营造
“舆论至上，安全消费至上”的氛围。

强化约束体系。 建立内部责任分
解体系，协助城区大型超市建立了销
售责任体系和进货责任分解体系，明
确各主体责任，食品进场之前层层把
关，食品销售环节人人负责。

强化信息公开。 建立日常商品信
息公示制度，在超市 、集贸市场醒目
处设置信息公示牌，公布商品质量情
况。 建立不合格商品信息公示制度，
对已售出的不合格商品，必须在经营
场所醒目处发布召回公示。

消费维权“三畅通”
畅通知情渠道。 建立消费警示制

度， 对累计发生一般食品违法案件 3
起以上或抽检不合格的个体户、大型

超市和企业，要在新闻媒体上进行曝
光，让社会舆论督促其守法经营。

畅通咨询渠道。 建立食品安全社
会监督志愿者制度，聘请来自各行各
业的 20 名食品安全监督志愿者 ，及
时跟踪监督食品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为消费者答疑解惑，提出合理化的建
议。

畅通维权渠道。 建立 12315 “五
进”维权机制，实现 12315 进商场、进
超市、进市场、进企业、进景区 ，明确
专人负责消费投诉处理。

“三位一体”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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