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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关乎民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
年关岁末之际，我们走进“花炮瓷都”醴陵市采访，

见到这里以机械化自动化引领花炮产业高端化发展，
呈现安全而繁荣的升平景象……而在从事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者的眼里，直面发展难以预测的安全隐患，必须
始终将“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醴陵市涉及安全生产监管的行业和领域点多、面
广、线长。 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200 家，经营企业 67
家，煤矿 2 家，非煤矿山企业 29 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企业 150 家，陶瓷等工商贸企业 700 余家，大部分陶
瓷企业使用天然气、液化气等易燃易爆能源。 此外，还
有机动车辆 17.3 万台， 天然气输送管道总里程 1180.6
公里，众多建筑工地、消防重点场所和单位，安全监管
任务重、压力大，是我省安全生产监管重点县市。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来作保障！ ”醴陵市
委书记胡湘之表示， 该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尤其是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
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入
推进安全发展，着力开启烟花爆竹产业现代化革命，全
面推行机械化生产， 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事实正是如此，醴陵市安全生产工作自 2015 年站
上由“一票否决”到“全省先进”的跨越起点，2016 年事
故起数同比大幅下降，2017 年获评“全省优秀”，同时安
全监管工作荣膺 “全国先进”，2018 年百姓幸福平安指
数明显大幅提升。

醴陵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的态度，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盯紧安全目标，
狠抓责任落实，优化顶层设计，厘清责任清单，接力打
好“安全保卫战”，为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文明新醴陵
奠定安全基础。

安全好不好，关键在领导。
醴陵市抓住党政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强化党政

领导责任，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施办法，明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安全生产，制订党委和政府
领导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出台并实施安全生产工作巡
查制度。

按照“片区包干、划分网格、实名负责、职责到位”
的原则， 醴陵市将安全生产工作分为镇街、村组、生产
经营单位 3 个网格级别进行管理，市级领导包镇街，部
门单位包村组，监管人员包生产经营单位，做到领导定
点、全员定责、监管定位、排查定级、信息定时、奖罚定
格，形成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生产监管网格。

同时，该市还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年”为契机，推
动企业建立健全“五落实五到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力
争企业在主体合法化、责任落实全员化、制度建设规范
化、现场管理标准化、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科学化等 10
个方面取得实效。

责任压实，层层传导。
由此，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与困难挑战，

醴陵市上下既没有旁观者又没有局外人，时刻紧绷“安
全之弦”，始终坚守“底线思维”，不断夯实安全防线，真
正做到了毫不放松、毫不懈怠。

健全安全“网格”管理，着力推进责任落实；加快安
全监管创新，大力推进依法治安；聚焦安全风险防控，
深入推进隐患治理……今年 3 月， 醴陵市“安全保卫
战”全面打响，打大仗的硬责任便疾速落实到了基层、
明确到了岗位、细化到了个人，目标同向，步调一致，攻
坚克难，坚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李畋镇是醴陵市黑火药生产企业数量最为集中的
镇。 尽管该镇成立了醴陵市黑火药协会及全国首家黑
火药配送中心， 可镇安监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来
到他们各自负责的工区，例行督促企业“按销定产”，一
旦企业库容超过一定数量，立即要求企业停产。

今年 11月 26日 9时 39分， 醴陵市安监局烟花爆
竹监控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李畋镇万福源黑
火药制造有限公司总厂 28 号油压车间超人员作业，存
在安全隐患。 视频监控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语
音广播系统让企业立即整改， 并与该镇黑火药配送中
心联系案件交办，随后移交执法大队进行立案处置。

目前， 醴陵市已有上万个摄像头安装在各个企业
的各个工房， 指挥中心每天 24 小时分组分区进行巡
查，设置在各镇（街）的 24 个分控中心也同步对辖区企
业进行巡查。

“警钟长鸣，警示高悬！ ”醴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安委会主任康月林坚定表示，做严主体责任，做实监管
执法，做细专项整治，做牢基础保障，确保全市经济社
会走向安全发展、推进科学发展和实现跨越发展。

截至 2018 年 12 月初， 醴陵市安全生产形势保持
持续稳定向好，各项控制指标均为历史同期最好，尤其
是烟花爆竹行业已连续 30个月实现“零伤亡。

安全生产，人命关天；悠悠万事，安全
为大。

生产必须安全， 这是企业的客观需
要。 安全无可置疑为生产的前提条件，抓
安全是为了促生产， 抓生产必须确保安
全。 作为企业，只有夯实了生产的安全基
础，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措施，保证员工
的生命安全，才能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稳步
前行。

2018 年， 醴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关于安
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强化
底线思维，深化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和坚
决遏制事故发生。

白兔潭金牛出口花炮厂视频监控失
效、 富里莲花烟花鞭炮制造厂无人值班
值守、浦口洪龙鞭炮厂机装药设备封条未
张贴到位……

今年 7月 11日凌晨， 醴陵市安监局
由 5 位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组成 5 个检

查小组，采取不定时、随机抽取等形式，深
入李畋镇、白兔潭镇、浦口镇、王仙镇等烟
花爆竹主产区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 本
次共随机抽查企业 19 家， 抽查总体情况
较好。 但检查中也发现部分企业存在视频
监控离线、 个别车间余药废料未清理到
位、值班值守不到位等问题，市安监局立
即下达执法文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到位。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醴陵市铁腕开
展了系列专项行动。

精心开展“打非治违百日行动”，取得
较好成效。共检查企业 3050家，排查非法
违法行为和隐患 4120 处， 其中重大隐患
8 处，责令停产整顿 33 家，关闭取缔非法
违法生产场所（点）136 家， 行政处罚
127.9 万元，打击非法行为 95 起，刑事拘
留 35人、行政拘留 81人。

推进工矿商贸治理，开展煤矿防治水
等重大灾害专项治理， 对 10 家地下矿山
进行全面“体检”，排查隐患 301处。

突出烟花爆竹整治， 先后开展“春
雷”、打非治违、强执法防事故、四大攻坚
战等专项整治， 扎实推进黑火药引火线、
转包分包、三超一改、工区退出、零售经
营、复产验收、机械清理等工作。共下达各
类执法文书 2038 份， 排查隐患 4614 处，
其中重大隐患 40 处，立案处罚 281 起，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56 家， 决定罚款金额
253.6 万元， 打击取缔非法经营门店 63
处，销毁非法销售烟花爆竹 230余件。

深化各项专项治理， 醴陵市以打好
“安全保卫战”为统领，分时段开展电气火
灾综合治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道路交通“两客一危”、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道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零”等专项治
理工作，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水上交
通、民爆物品、特种设备、城镇燃气、农业
机械、旅游、防雷、校车、学生防溺水等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做
到“每季有部署，每月有重点”。

一系列专项整治， 一串串喜人成绩，
一组组亮眼数据，无不折射出醴陵市全力
以赴打好安全生产保卫战的坚强决心。

醴陵市烟花爆竹生产始于唐兴于
宋，已有 1400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形成产
品类型丰富、集约化程度较高、产业链相
对完备的产业集群。 这是该市以机械化
自动化引领花炮产业高端化发展的辉煌
成果。

近年来，醴陵坚持规划拉动、政策驱
动、示范带动、统筹推动、多方联动，着力
推进花炮企业厂房建设标准化、生产流程
机械化、生产工艺科技化、信息技术网络
化“四大改造”，随着一批烟花爆竹流水线
生产成套设备相继研发问世，大量涉药工
艺机械研发成功，大量通过安全论证的成
熟机械已开始推广， 全市正在努力实现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致力把烟花
爆竹生产过程的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今年 7月 5日，全国烟花爆竹生产机
械化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醴陵市召开，应
急管理部党组成员王浩水等领导出席并
讲话。 王浩水肯定醴陵烟花爆竹生产机
械化进程， 并对醴陵近年来持续稳定向
好的安全生产形势给予赞赏。

烟花爆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进
入新时代，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烟花点
缀，但安全、环保已成为当前烟花爆竹行
业发展的两大问题。 如何转型提升？ 副省
长陈飞表示，要从原材料、机械化、智能
化、储存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入手，强化
技术攻关、管理攻关，实现烟花爆竹行业
生产本质安全、燃放安全、燃放环保有较
大进步，将烟花爆竹产业做得更加兴旺。

会议期间，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醴陵

中州烟花、科富花炮等公司，观摩考察均
为全国首条的烟花和爆竹自动化生产示
范线。

醴陵中州烟花 2017年依托醴陵金利
来出口礼花弹总厂规划， 建设李畋镇凤
形山烟花自动化生产示范区，现已建成 7
条自动化生产线， 打造成为全省安全生
产样板典范，带动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烟花自动化生产线不但设计年产能
达到 2亿元，而且安全指数攀升。首先，基
本解决了危险环节的人员安全问题，实
现开机无人作业。 其次，取消了内筒储存
和中转时多达 20 吨的大药量集中危险
源， 标准作业使得产品质量即用户的使
用安全得到保障，同时生产效率、土地利
用率等生产经济指标大幅提升。 目前，整
条自动化生产线当班作业人员仅需 11
人，其中，涉药工序的危险作业人员减少
90%以上，涉药工序土地节约 80%左右。

进入科富利群厂区， 绿色植物与现
代化厂房相映成趣， 整洁明亮的布局与
规划合理的设备彼此衬托， 诠释着科富
以绿色环保为宗旨的发展理念。 厂区布
局九条爆竹生产线， 其中自动化生产示
范线总占地面积 100亩，比传统工房减少
了三分之一。 装药工房使用的是新型插
引、装药封口一体化设备。 使插引、装药、
封口工序合三为一，大幅减少人工，相比
传统的插引工序减少了员工 16 人， 实现
全自动化生产，实现“人机分离”，安全系
数大大提高。

位于浦口镇的醴陵市赖氏烟花有限

公司是百年老企。 该公司设计了一款装
在礼盒中的鞭炮，非常引人注目。 它看上
去比普通的鞭炮小很多，直径只有 0.8 厘
米，产品中不含泥巴和硫粉，燃放时微烟，
燃放后碎纸率非常低，不失为一款安全环
保新产品。

醴陵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翔介
绍， 该市将全面推广烟花爆竹自动化生
产，着力建设先进的生产体系、高端的研
发体系、齐全的配套体系、严格的环保体
系和精细的监管体系，到 2020 年，将建成
30条烟花自动化生产线，完成全市 358条
爆竹生产线兼并整合和自动化升级改造。

“如何让企业每个员工提高安全意识？ ”
醴陵楚丰出口烟花鞭炮制造有限公司以安
全生产文化墙方式，将安全生产知识集结以
漫画、警示语、宣传栏的形式印制在墙面上，
生动形象地传达给员工， 提高员工安全意
识， 助力企业生产安全。 这是沩山镇安监站
指导他们创新设计的精彩之作， 画面美观，
内容生动，知识易懂，成为醴陵安全生产宣教
工作一大亮点。

近年来。 醴陵市安监局以开展安全生产
“大宣传”为契机，全力构建全方位、多渠道、复
合式安全生产宣教大格局， 推动了安全宣教
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和成效，有力促进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抓安全就是抓效益， 抓培训就是抓源
头。 为提高群众安全生产意识，扩展安全宣
传覆盖。 今年来，醴陵以“安全生产月”为主
阵地，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安全宣传。

开展“党建引领创平安 安全护航促发
展”主体宣教活动，举办安全知识竞赛、朗诵
比赛，荣获全省“安全生产月”先进单位。 开
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七进”等活动。

该市还邀请省安监局龚伟兵、李金明等
领导来醴陵，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专题讲座，培训高危
企业“三项岗位”人员 2880 人。 同时，每月 19 日开展
“企业安全教育日”，组织 1.1 万人次观看《幸福毁于
尘埃》等安全警示片，强化警示教育。

醴陵市安监局倾力打造“智慧安监”，为 200 家企
业免费安装 310台安宣接收设备，通过“安全在线”专
栏， 播出专题节目 19 期， 全年发送各类安全短信
117.3万条。 与此同步， 醴陵电视台等媒介发布信息
64条，滚动播放安全公益广告累计 3000多分钟。

在强化安全教育的同时， 醴陵市主动强化舆论
监督，一年来公开曝光安全领域违法违规事例 62起，
查实举报 17 起，拨付奖金 13.8 万元，社会力量参与
和监督安全生产初见成效。

为了筑牢安全基地，稳固人文安全阵地，醴陵市
加大安全专项资金投入， 安排专项经费 595 万元，同
比增长 16.9%。 同时，全面取消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制度，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新购买安责险
269.27万元， 并将企业安全费用提取列入执法内容，
督促企业如实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还依法从工伤保
险基金中列支 68万元用于工伤预防。

该市强化安全科技支撑，大力推进“智慧安监”
建设，加快对接省应急指挥平台，完成 610 家企业录
入。 投资 2000余万持续完善视频监控和烟花爆竹综
合管理平台建设，接入企业 296家。

在推进安全示范创建中，该市以中洲、科富为引
领，加快“一带三片多点”推广，已建成烟花自动化线
7 条，完成爆竹示范线建设，机械化应用率超过 80%。
同时，开展示范镇街、示范社区、示范村组、示范工地、
平安交通、平安农机、平安校园等创建，先后完成沩
山镇省级示范镇创建和李畋镇安监站标准化示范建
设， 全市 152家企业完成三级标准化创建， 吉利、彩
丰、赖氏等 10家企业创建二级标准化，推动企业标准
化建设。

红梅朵朵，银蝶飞舞，流星闪烁，象征吉祥如意
的喜庆宫灯礼花高悬夜空……烟花为产业点赞，礼
炮为佳宾祝福！ 今年“五一”节前，醴陵市成功承办第
三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 并在期间举行的 2018 醴
陵烟花爆竹交易会上， 集中签约招商引资、 银企合
作、产学研合作以及与美、德、日等外贸合约等 40 多
个项目，吸金 23.5亿元。

“花炮瓷都”绽放幸福平安！
“烟花丝路”演绎辉煌灿烂！
“五彩醴陵”展开时代画卷！

花炮瓷都———醴陵新姿

第三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暨 2018 醴陵烟花爆
竹交易会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图为会展
现场。 童 迪 摄

优 化 顶 层 设 计

厘 清 责 任 清 单

醴陵中国陶瓷谷———东风夜放花千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醴陵市委宣传部提供）

2018 全国烟花爆竹生产机械化工作推进会在醴陵市召开。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深 化 专 项 治 理

咬 定 高 端 目 标 加 快 花 炮 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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