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峰县交通运输局安全工作主要
是负责道路运输、城市客运、水上交通、
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施工的安全监管。

交通运输局三年来社会客运和专
业运输未发生任何事故。全县水上安全
生产连续 10 年无事故，连续五年获得
县政府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市局安全生
产一等奖等光荣称号。

双峰县交通运输局党组高度重视
安全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
谁负责”和“一岗双责”制度，加强各项
责任制的落实。运管、客管、海事、车站、
运输企业通力协作，严堵客运市场安全
隐患，公路驻防建设事故发生。

去年初，交通运输局提请县人民政
府与各有船乡镇签订了《双峰县水上交

通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 并督促有船
乡镇与村组签订了《水上安全责任书》，
村与船主（船员、渡工）签订了《安全责
任书》；局下发了《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安
全目标管理考核及奖惩办法》。 各客运
站场与营运车队（主）均签订了安全责
任书。

（王应端 张继旺 王吴国）

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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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电公司 县林业局

县住建局 县食品药监局

双峰县食品药监局始终把饮食、 用药安全作为一
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食品药监局工作人员深入双峰一中、 湖湘老
厨、 味庄饭店等餐饮单位， 对服务从业人员进行
食品安全法规培训。

授课人员使餐饮服务从业人员系统掌握了食品安
全的法律法规，增强了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对促进食
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颜永强 李敏)

双峰县全县公路总通车里程 3560
公里，机动车注册 91893 台，经考核合
格的各类机动车驾驶员 110680人。

吸取教训，提高预防重特大交通事
故的认识。

双峰县交警大队加强道路交通防
控体系建设，2013 年全县发生交通事
故 495 起， 伤 414 人， 同比分别下降
6%、29.8%和 25%。

二、政府重视,落实责任，健全道路
交通安全指挥防控体系。

交警大队制订和出台《精细化管理
考核办法》和《现场执法暂行规定》等十
个规章制度，把各项工作纳入考核范围
之内。

三、加大交安宣传，提高全民安全
防范意识。

双峰县通过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广

大人民群众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知晓率
达 80%以上，国、省、县道路沿线居民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

四、加大隐患排查，强化源头管控。
近 3 年来，双峰县政府挂牌治理主

干线重大安全隐患 25 处， 其中临崖临
水道路隐患 8 处，危桥 3 座，危险路段
和事故多发点 10 处, 改善了公路的安
全状况。 （王应端 彭胜祥 王吴国）

双峰县住建局成立了
由局长王业兵任组长的安
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
全县的建设、施工、监理单
位、建筑企业开展起重机械
安全生产工作，强调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住建局以全省建筑机
械设备动态监管信息平台

启用为契机，安排专人负责
登录, 全县起重机械使用年
限，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
各单位状况及安装地点、高
度等信息全部公开，多次召
开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 组织质安业务培
训。

(淩军 王应端 王吴国）

近年来， 国网双峰供电公司农电安全生产和优质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双峰供电公司在城郊结合部成立农配网运检中
心，按 90 分钟可到达抢修现场控制作业为半径，管辖
永丰、印塘、梓门 3 个供电所。

采取多种形式，推进信息化应用，加强生产管理信
息系统（PMS）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等理论基础培训，共
开展 5 批 77 人次现场培训。促进农配网设备的检修方
式由事故抢修向事前控制转变。 (张继旺 王应端)

2013 年， 双峰县林业局
局长王建国明确提出“在林业
生产中要把安全工作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

在王建国的领导下，全
年做好了退耕还林工程、防
护林、 油茶林新造和低改、
毛竹低改、退耕还林后续产
业发展、科技推广等项目建

设， 指导和监督进行标准化
育苗。

今年以来，双峰林业局通
过示范基地的建设，带动造林
19000 亩，低效林改造 20000
亩，封山育林 6000 亩，中幼林
抚育间伐 20000 亩， 完成义
务植树 218 万株。

（凌军 王应端 王吴国）

双峰县教育局牢固树立“安全重
于泰山”的理念，坚持抓组织领导、抓
精细管理、抓综合治理，全力构筑校园
安全防护网.校园安全工作成效明显。
近几年来，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校园安全管理责
任事故， 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安全的
天空。

双峰所有学校都建立了由一把手
任组长的安全工作班子， 成立了 261
个护校队，培养了安全骨干 500 余人，

形成了强大的安全队伍和安全监管网
络。 同时，积极建章立制，完善了有关
安全教育、道路交通、饮食饮水、用电
用火用气、学生宿舍、集合集会、楼道
疏散、 疾病防控等一系列安全管理制
度，做到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双峰县教育局定期研究和部署安
全工作。 对各个学校的安全工作坚持
定期研究、专题布署、及时反馈，适时
开展隐患排查，狠抓整改督办落实，严
格坚持值班巡查。 局机关和各学校在

节假日均实行了领导带班值班制，特
防期实行 24 小时值班， 做到有事报
事，无事报平安。

双峰县教育局积极拓宽思路，严
查校车安全管理， 先后和相关部门制
定并印发了《双峰县规范整顿中小学
幼儿园学生用车工作方案》和《关于加
强全县校车安全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认真抓好与学校安全管理有关的其它
工作， 实现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综
合治理。 (林送奇 王应端）

平安巡礼

双峰县洪山殿镇党委书记赵瑞华（右二）、镇长胡红辉
（左二）向县委书记吴德华（右一）、县委常委阳雄绪（左一）
汇报工作。

接近年关，双峰县洪山殿镇安全生
产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煤矿、非煤矿山、
烟花鞭炮、道路交通、校园等安全生产
形势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全镇全年
实现安全生产“零死亡”。近日，娄底市
政府督查室主任金波率队到该镇督查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对该镇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安全生产的做法
给予充分肯定。

今年以来，洪山殿镇安全生产工作
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分
解责任，五举措全方位防范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 一是巧借会议平台，提高安
全意识，居安思危。 二是强化领导责任，

落实“党政同责”， 齐抓共
管。 三是坚持制度管人，履
行“一岗双责”，常抓不懈。
四是健全体制机制，明确责
任分工，全员参与。 五是部
门联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未雨绸缪。

由于措施得力， 普查
到位，奖罚严明，从而使
全镇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
定良好状态。

据统计， 该镇今年共
出动执法人员 2400 多人次，排查安全
隐患 1924 处，其中重大隐患 28 处，发

放整改指令书 400 余份， 整改到位率
达 100%。 （李敏 王应端）

今年来，双峰县委、县政府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和习近
平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
示，严格执行上级关于加强安全生产
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一切从零
开始，着眼抓重点、攻难点，巩固、深
化安全生产示范创建成果，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年”活动和“打非治违” 的

各项行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监管
执法，持续保持了安全生产总体良好
稳定的态势。 与 2004 年相比，生产安
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
失等主要指标均实现了连续下降，全
县生产安全事故从 2004 年的 150
起、 死亡 72 人， 下降到 2013 年的 8
起、死亡 4 人。 实现连续 10 年没有发

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特别
是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
等高危行业领域实现连续 6 年行业
整体“零”死亡事故。2012 年被省人民
政府命名为首批安全生产示范县之
一, 连续五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安全
生产先进单位。

（张继旺 林送奇 王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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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 1 月 15 日
全国、全省、娄底市安全生产电
视电话会议和 2014 年市安委会
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切实抓
好“一节两会”（即春节和全国、
全省“两会”）期间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
持稳定向好，涟源市安委会决定
从 1 月 18 日起， 强调各部门和
乡镇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全市安
全生产集中督查检查专项活动；
从元月到三月份，在全市范围内
彻底检查安全生产隐患，解决安
全生产中的具体困难。 全市组建
了煤矿安全生产、 道路交通安
全、春运交通安全、交通运输安

全、消防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
建筑安全、民爆物品安全、市政
公用行业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
矿业安全、水利安全、学校安全、
森林防火安全、农机安全、电力
安全、旅游安全、集贸市场安全
和卫生安全等 19 个专业检查
组，每个组大都由副市长或副市
级以上干部任组长并实行责任
包干， 坚持奖罚严明的检查原
则，以确保检查的实效性。

涟源是个安全生产基础比
较薄弱的市县，近两年来，曾益
民书记和谢学龙市长采取明察
暗访，不通知，不陪同和接待，直
插现场督察。 每年市政府都要拨

出几千万元资金用于保障安全
生产的设备建设和专业监管人
员配备。 近两年，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明显好转。 为了使人民群众
在安度新春佳节和迎接全国“两
会”的顺利召开，涟源市按照上
级的要求，采取早动员、增措施
和鼓大劲的办法，力图通过这次
全面的大检查，让全市人民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使安全生产的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按照涟源市
领导的口头说法是：“安全比过
年更重要。 ”记者相信，涟源市这
次安全生产大行动，必将结出丰
硕的平安之果！

（李媛 王应端）

涟源市
开年着力抓好安全生产

杨梅山矿积极实施产业升级
改造，投资 2.8 亿元，拟建设机械
化、标准化、信息化和园林化新型
矿井。该矿采取综采落煤、皮带运
输、箕斗提升，加装防跑车装置和
副井候车载人，实现了“减员、保
安、增效”的目标。采用光爆锚喷、
破碎带用“U”型钢加固及锚喷、
短屈锚喷、消灭井下空顶作业，坚
决淘汰木支护。 按照“地面花园
式，“井下工厂式” 的质量标准化
要求， 聘请湖南大学建设设计院
制定了园林式矿区规划设计方
案， 现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绿
化、硬化、亮化、净化等配套工程
可在今年 6 月底前全部完成。 聘
请中国煤科总院制定了矿井信息
化平台建设和管理方案， 井下建
成信息化平台，转发站。加强数字

化、 信息化管理，
随着工程进度有
序推进，预计今年
10 月底前将建成
永久避灾硐室等

“六 大 系 统 ” 设
施。 同时，该矿将
坚定不移走集团
发展之路，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积
极参与全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将该矿单井规模由 4 万吨 / 年改
造为 30 万吨 / 年，建成涟源骨干
矿井，发挥矿井规模效益。

杨梅山煤矿设计年生产能力
为 30 万吨 / 年。投资 4.188 亿元，
拟计划验收投产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煤矿以“大投入、大产出、低风
险、高效益”为办矿思路，矿井开

拓方式以平硐一斜井片盘开拓，
长壁后退式采煤方法，综采落煤，
皮带运输，“候车”人员上下，箕斗
矸石提升。

按照煤矿“四化”建设的标准
进行配置、管理，建成地面园林式
矿区，把杨梅山矿建成本质安全型
矿井。

（王应端 王吴国 罗志红）

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
努力建设“四化”矿井

涟源市市长谢学龙 （女）、 煤炭局局长肖笑华 （右
二）、安监局局长肖炳贤（右一）深入涟源市杨梅山煤矿
调研。

涟源市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
疗急救、 预防保健和科研教学于
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
国家级“爱婴医院”和长沙医学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医承文化是医院的灵魂，是
提升医院竞争力的关键。 院长肖
铁新常说：“我们要用高尚的情操
陶冶人， 用先进的文化引导人”。
多年来医院积极传播健康知识，
发展新技术、新项目，不断丰富医
院文化内涵。

医疗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
核心， 提高医疗质量是医院管理

的根本目的。 涟源市人民医院始
终把改进医疗质量、 保障医疗安
全放在第一位。 长期以来积极完
善规章制度和标准； 定期开展病
历点评活动，；制定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等多项安全保障的预案；
建立和健全了医患纠纷防范与处
置机制，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

开辟人才成型、成长、成熟、
成材的路径和平台， 是涟源市人
民医院始终常抓不懈的重点工
作，并在实践中形成燎原之态。医
院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目前医院拥有副高以上专家 98

人，中级职称 225 人，医学博士硕
士 8 人。医院人才梯队渐趋形成，
发展后劲十足。

“为患者着想”已成为了全院
的工作准则。 从 2009 年起，涟源
市人民医院先后对 20 余项服务
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 通过实行
微笑服务、文明服务、导诊服务，
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活动”、“十项便民利
民措施”。 医院以优质的医疗服
务获得了湖南省“文明窗口单
位”、“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等一
系列光荣称号。 （李珍 王应端）

创新医疗服务 强化质量管理
———涟源市人民医院努力创建人民满意医院

湖南省力达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是通过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第一批备案

的节能服务公司， 注册资金
3000 万，致力于煤矿瓦斯综合
利用、 节能环保领域的业务拓
展。

公司拥有煤矿瓦斯抽采利
用、 瓦斯发电站建设安装调试
运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40 余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4 人，工程
师 18 人，瓦斯治理利用专业技
术人员 20 余人。 公司与国家煤

矿瓦斯治理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
煤科院、 中国矿大等科研院所建
立了技术合作关系， 具有较强的

技术力量支持， 在矿井乏风利用
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具备
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发电）技术服
务及项目整体建设能力。

公司主要业绩：2009 年成功
实施了湖南小煤矿第一个低浓度
瓦斯发电示范工程———涟源市力
达煤矿瓦斯发电站，开辟了南方小
煤矿发电之先河。 近几年来，采取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与湖南省内煤
矿企业合作建成了 30余座煤矿低
浓度瓦斯发电站。

（杨滋 王应端 王吴国）

湖南力达能源开发公司硕果累累

2013 年， 双峰县国土资源局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效地保护
了资源和环境。

今年以来，国土资源局出动执法人
员 180 人次，共立案查处 9 宗，收缴罚
没款 25.6 万元， 扣押用于非法开采的
挖机 11 台。 集中开展煤矸石砖厂综合

整治和洗砂场清理工作。共关闭非法洗
砂场并拆除机械设备 25 处， 停产停电
16 处。

县国土资源局加强对非法开采点的
监控和恢复治理， 对列入监控点的一律
由乡镇派专人值守， 对境内的蛇形山镇
麻阳村、增桥村、坳头山磺矿治理区旁等

三处历史非法开采点采取积极整改措
施，对挖损的开采场所进行回填、恢复植
被，切断进出道路，消除安全隐患。

双峰县属地质灾害多发区， 为此，
该局高度重视，建立了汛期值班、预警、
灾情速报、地质调查、险情通报制度。

(张继旺 赵卫平 王应端）

平安关注

平安生活

2013， 杨市镇安全生产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市安监局的精心指导下，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 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安全生

产会议精神， 正确分析全镇安全
生产工作形势， 不断强化各企业
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深入开展

“打非治违”活动，狠抓安全制度
管理和措施的落实， 积极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和安全生产隐患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 为全镇社会稳
定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安
全的生产环境。

（王应端）

春节将至， 为确保节日期间
全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让
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 祥和的
节日，杉山镇党委、政府对于安全
生产工作坚持“早布置、早行动、
早落实”，切实做实安全生产工作
的原则，全面辅开元旦、春节前企
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近日来，

由杉山镇政党委书记戴林斌、镇
长刘剑平同志带队， 政协联工委
主任宋磊、 安监站李文超及安监
站工作人员陪同， 对全镇企业进
行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此次节前检查以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制、现场安全管理、生产设
备设施运行、 劳动防护配备和使

用、 隐患排查治理等为主要内容
展开。 针对生产环节存在安全隐
患的企业， 执法人员当即下达执
法文书， 要求其立即整改或限期
整改并督促其整改到位， 确保全
镇人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节
日！

(梅小辉 王应端)

娄星区杉山镇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

湖南力达能源开发公司董事长陈建初。

双峰处处保平安

涟源市杨市镇狠抓安全生产工作

洪山殿镇狠抓安全生产

强化国土资源安全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