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
〔2016〕32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安全生
产工作，结合湖南实际，现就推进全省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坚守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坚持
安全发展、改革创新、依法监管、源头防范、系
统治理的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
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体系、监管体系、法规标准体系、防控
体系、 保障体系， 着力解决安全生产基础薄
弱、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不力等突出问题， 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治理能
力，大力提升全省安全生产整体水平，确保人
民群众安康幸福、 共享改革发展和社会文明
进步成果。

（二）目标任务。到2020年，全省安全生产
监管体制机制基本完善， 生产安全事故总量
明显下降，职业病危害防治取得新进展，较大
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防范遏制， 安全
生产整体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目标相适应。到2030年，实
现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
民安全文明素质全面提升， 安全生产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为湖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群众安康幸福奠定稳固可靠的安全生产
基础。

二、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三）强化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 。坚持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
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负领导责任。 制定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各级安全生产委员
会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成
员由同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
成。市州、县市区由政府常务副职分管安全生
产工作。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安全生产
方针， 在统揽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同
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定期研究决定安全生
产重大问题。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领导班
子、干部队伍建设。严格安全生产履职绩效考
核和失职责任追究。 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和舆论引导。 发挥人大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
督促进作用、 政协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监
督作用。推动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部
门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 动员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支持、监督安全生产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 制定实施安全生产专项规
划，健全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及时研究部署安
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充分发
挥安全生产委员会作用， 实施安全生产责任
目标管理。建立安全生产巡查制度，督促各部
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职尽责。 加强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能力建设，推进安全科技创新，提升
信息化管理水平。严格安全准入标准，指导管
控安全风险，督促整治重大隐患，强化源头治
理。加强应急管理，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
系。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督促落实问
题整改。

（四 ）明晰部门监管责任 。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厘清安全
生产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 完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 进一步明确相关部
门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职责。 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
标准起草拟订、 政策规划制定修订、 执法监
督、事故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统计分
析、宣传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工作，承担职责
范围内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
执法职责。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
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负责所监管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综合整治牵头工作， 强化监管执
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做好相
关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事故
调查工作。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周健)5月31日， 全省未成年人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在衡东县举行。活动呼吁广大青少
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当时代新人”。

这一主题教育活动由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等单位主办，旨在培养树立新时代青少年
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省未成
年人中形成“人人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时
代新人”的生动局面。

活动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时代好
少年”代表宣读倡议书。各市州参会代表、道
德模范代表参观了“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展
览，观看了省“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展播片。
展播片讲述了李思颖、刘雅哲、王奕为、向麟
趾、龚慧敏等“新时代好少年”立志向、有梦
想、向上向善的故事。

活动中，表演了学生千人操以及《罗帅
的足迹》《中国少年梦》等文艺节目。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
6月1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开幕之际，我谨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各国新闻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
欢迎！

当今世界，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媒体在推动各国人
民心灵相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年前，我提
议举办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就是为了促进上海合
作组织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相信这次峰会将为凝聚组织力
量发挥积极作用。

媒体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
相通的重要桥梁，要努力做“上海精神”的弘扬者、务实合
作的开拓者、人民友好的传播者。中国坚定支持上海合作
组织发展，愿同各方携手前行，建设更加紧密的地区命运
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预祝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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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实施意见》和《省委党务公开指导目录》，研究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有关筹备工作。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推行党务公开，是我们党“四
个自信”的重要体现，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加
强党内监督、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
义。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把推进党
务公开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全面把握党务公
开的基本原则、内容范围、程序方式、工作要
求和特点规律，善于在公开条件下开展工作，
能公开的一定公开，切实保障党员干部权益，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公开促落实、促监督、
促改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统
筹各层级各领域党务公开工作， 处理好公开
与保密的关系，做到步子稳、效果好。要加强
对党务公开工作的领导，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完善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做法，建立健全
统筹协调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 确保党务公
开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即将于近期召
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省各级工会紧紧
围绕中央和省委工作大局， 在加强职工思想
政治教育、引领职工劳动创造、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等方面所作的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会
议指出， 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全省广
大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各有关单位
和部门要积极支持省总工会做好会务筹备等
相关工作，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各
级工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
的新使命、新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定不移推进工会改
革，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广
大职工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工人
阶级主力军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
出新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6月1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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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部署推进党务公开 研究省工会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易知之 李泰卢）省防汛办今天分析，全省后段
时期洪涝干旱都有可能发生，各地要坚持防汛
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各项防灾抗灾工作。

为此， 省防汛办提出了5个方面的工作
要求。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落实以行政
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一旦
发生强降雨，要及时督查督导各级行政责任
人、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督促其履职尽责。

二是突出工作重点。严防强降雨可能引
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镇内
涝，做好防御流域性洪水准备，继续抓好水
库防守和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确保人员
安全和工程安全。同时，提前做好高考、暑假

期间的防汛工作，确保考场、学生安全。
三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有关部门

加强天气、河湖水情、山洪地质灾害的实时
监测和预报预警，科学研判形势，为指挥决
策提供可靠依据。

四是抓好避灾转移。始终把确保群众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遇有险情，及时组织危险
区群众安全转移， 尽最大努力做到不死人、
少伤人，坚决杜绝群死群伤。

五是做好防旱抗旱准备。坚持防汛抗旱
两手抓， 在确保水利工程度汛安全的前提
下，科学精细调度，做好蓄水保水准备，为后
期抗旱提供水资源。同时，抓好抗旱应急水
源、抗旱服务组织建设管理，切实做好各项
防旱抗旱准备。

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省防汛办提出5方面工作要求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易知之 李泰卢）自4月1日入汛以来，汛期
已过去整整2个月。今天，省防汛办总结发布
前期雨水情、汛情：前5月全省降雨偏少两成，
入汛以来全省没有发生大的汛情和灾情。

降雨总量偏少。 今年1月1日至5月31
日，全省累计降雨506.5毫米，较历年同期均
值偏少20.0%， 降雨最多的市州为岳阳市
635.1毫米，最少的为湘潭市391.2毫米。4月
1日至5月31日，全省累计降雨292.2毫米，较
历年同期均值偏少18.3%。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从时间上看，与历
年同期均值比， 除1月份降雨持平外，2、3、
4、5月降雨分别偏少60.2%、9.9%、31.4%、
6.7%。从空间上看，入汛以来，除岳阳市、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界市3市州降雨
比历年同期偏多10%以外， 其余各市均偏
少。其中，郴州市、湘潭市、株洲市3市分别偏

少46.5%、44.7%、42.3%。
河湖水势平稳。入汛以来，全省江河湖

库水势平稳，未出现超警、超汛限情况。受短
时强降雨影响， 一些地方暴发山洪， 部分溪
河、中小河流涨幅较大。如5月30日，沅水二级
支流杨溪芷江河段出现涨幅达6.7米的洪水。

江河来水及工程蓄水偏少。 今年1月1
日至5月31日、4月1日至5月31日，湘资沅澧
四水及长江入湖三口来水总量分别为509.8
亿立方米、313.2亿立方米，较历年同期均值
分别偏少37.6%、45.6%。目前，全省以灌溉
为主的水利工程共蓄水121亿立方米，较历
年同期偏少13%。

洪旱灾情较轻。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共发
生6次强降雨过程， 造成8市州24县市区
26.95万人受灾。5月中下旬，衡阳、株洲、湘
潭等地局地旱象一度露头， 但受5月末的强
降雨过程影响，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前5月全省降雨偏少两成
入汛以来没有发生大的汛情和灾情

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时代新人
全省未成年人主题教育活动在衡东举行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7年11月15日）

“木兰”从军
右图：6月1日晚，大型儿童音乐剧《木兰从军》

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该剧融合了
京剧、皮影、武术等传统艺术形式，以充满童心、童
趣的方式，讲述古代木兰代替父亲去征战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李国斌 摄影报道

“鼓舞”六一
上图：6月1日，龙山县第五小学举行“传承国

学，爱我中华”经典美文诵读竞赛，庆祝“六一”国
际儿童节。竞赛开始前，小朋友们击鼓庆贺。

曾祥辉 莫白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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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穿石三十年
———福建宁德脱贫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