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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朱树美 高泽 孙
宝柱 报道）国庆假期期间，我市
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松懈，10
个由重点行业部门县级干部、业
务骨干和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的
驻地督查组深入企业查隐患促
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坚决遏制各类事故
发生，确保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
祥和生活环境。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高景
生告诉记者，无论从季节特点还
是生产经营形势看，国庆节前后
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期，尤
其是企业开停车、试生产、检维
修作业频繁，工程项目正处于施
工黄金季节，企业赶进度、抢工
期、超负荷生产现象时有发生，
安全防范压力增大；同时，节假
日人流、物流、车流激增，道路交

通、文化旅游、人员密集场所事故
风险上升。

10 个督查组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聚焦危化领域“两重点
一重大”企业、危险化学品罐区、
仓库等储存场所的监管防范，
严格管控开停车、动火、受限空
间、检维修等特殊作业；对道路
交通领域进一步强化路面管控
措施，加强对危化品运输车、农
村面包车、旅游客车、校车、大
型客车、重型货车等重点车辆
的排查检查；对建筑施工领域
突出抓好深基坑、高大模板支
撑、脚手架、建筑机械等重点部
位风险管控，严禁极端天气强
行施工、盲目赶工期、抢进度施
工行为；对娱乐场所、旅游景点、
旅游项目和设施设备安全状况进
行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餐饮娱乐、
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民宿、“三

合一”“多合一”等重点场所和商业促销
活动火灾等风险隐患。

10月5日，记者跟随驻滨城区督查
组到双翼鑫物流有限公司、伟业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橙子快捷酒店有限公
司开展检查。针对各企业存在的问题隐
患，督查组一一列出企业单位、问题、整
改、责任“四张清单”，能整改的立即整
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督促限期整改。双
翼鑫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督查组
督促企业切实做到问题隐患闭环整改，
做到整改一处、销号一处，既压实了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大力提升了企业
安全生产水平。”

据督查组介绍，自10月1日以来，该
组已检查、复查危化企业5家，建筑施工
企业3家，工贸企业3家，宾馆酒店4家；
集中对国庆假期之前检查的8家企业隐
患整改问题进行“回头看”，所涉及的20
项问题均按要求整改完成。

据统计，截至10月8日，10个督查

组已督查企业单位 433 家次，督
促整改隐患500项。针对滨州秋
汛严峻形势，督查组加强驻厂蹲
点，还积极指导重点忌水企业落
实防洪、防水各项措施，帮助企业
提前安装排水设备和围挡，预置
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确保生产
安全。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国庆假期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我市多措并举，
除安排10个督查组进入企业查隐
患、促整改外，各专业委员会办公
室单位牵头开展了明察暗访活
动，对重点部位和重要风险点全
面“过筛子”；市应急管理局成立8
个异地互查组赴各县市区开展执
法检查，并开展危化品重大危险
源异地互查。截至 10月 8日，已
检查企业 371 家，督促整改隐患
1963项。

国庆假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

我市10个安全生产督查组
深入企业查隐患促整改

秋汛来袭我市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朱树美 高泽 孙宝柱

受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
响，当前滨州正经历黄河、漳卫新
河大流量洪水过程，防汛形势十分
严峻。我市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强
化措施、严密防范，确保滩区安全、
人员安全、生产安全。

9月29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发出《关于做好黄河洪水防御工作
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漳卫新河
防汛工作的通知》，9月30日召开
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各项防御工
作。10 月 1 日，市委书记佘春
明，市委副书记、市长宋永祥到
市应急指挥中心调度防汛工作
情况，并到黄河纸坊控导现场督
导检查，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做
到责任到位，尽最大努力保障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在市应急指挥中心看到，
市应急、气象、水利、黄河河务等部
门工作人员正在严密监测汛情和
调度各县区防汛工作情况，运维
技术人员则一丝不苟确保音视
频正常联通。市应急管理局应
急指挥保障中心主任徐晓明表
示：“各部门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掌握
水情、汛期、险情信息，确保遇突
发状况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报
送。”他介绍，目前防汛形势比较平
稳，次日有关部门组成3个联合督
导组对洪水防御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现场督导检查。

记者了解到，为有力防御此次
秋汛，全市预置了远程排水车、大
功率排水泵、长臂挖掘机、冲锋舟
等应急救援装备3157台辆，储备
了 编 织 袋 3110091 条 、块 石
225334立方米、砂石料215679立
方米、救生衣（圈）40616件等应急
抢隐物料。滨州军分区、武警滨州
支队、消防救援支队、蓝天救援队
等各类应急救援专业队伍92支、
4322人已全部在岗待命。

各有关部门切实做好巡查除
险、避险转移、涉河安全工作。进
一步加固薄弱、低洼段生产堤，做
好除工、控导、引黄闸巡查防守；
组织力量开展滩区巡查，并预筹
措施做好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准
备；加大涉河设施工程监管力
度，将施工人员及设备按规定撤
出施工现场；针对沿黄沿线游客
较多的实际，加强对群众的宣传
引导，在景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
查，加密布设安全提示标识，及时
劝离岸边游玩人员。

同时，我市加强企业安全防
范，督促沿河各化工园区、企业落
实防洪防水各项措施，提前安装排
水设备和围挡，预制应急抢险队伍
和物资；市应急管理部门在重点忌
水企业安排驻点督查，10个驻县
市区督查组不休国庆假期，持续在
现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

全省安全生产大诊断专家组在滨“把脉问诊”
全面剖析企业存在的风险，为今后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企业自

查提供规范指导和标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朱树美 高泽 孙
宝柱 报道）国庆长假期间，省应
急管理厅聘请的高水平专家组
持续在滨州开展企业安全生产
大诊断行动，我市市县两级应急
管理部门全力配合。为营造国
庆期间安全生产平稳态势，让人
民群众平安过节，他们放弃全部
假期时间，加班加点、帮扶企业
查找安全隐患。

据悉，为巩固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成果，深入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促进
企业系统性提升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化解重大安全风险，9月
下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开展了
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聘请146
名权威专家进驻各市对危化、非
煤矿山、铝深井铸造、金属冶炼
等工贸领域重点企业工艺设备
设施状况、安全管理状况及企业
安全生产信息化应用情况进行
检查诊断。

9月30日上午，记者在邹平
市经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见到
了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监察
专员张革成，他正在现场与专家
组成员检查隐患问题。他介绍，
该专家组是由来自中国安科院
专家组成，9月28日由他带队入
驻邹平市，将重点对全市23家
铝深井铸造企业进行诊断检查。

专家组深入经纬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对铸造井传感控
制系统、排放槽、应急池、原料仓
库重点部门和环节一一进行检
查，现场提出了排放槽位置设计
不合理、应急池需要进行整改、
缺少有关安全警示牌等问题。

深井铸造领域容易发生危
害性比较大的爆炸事故，有些企
业对此还认识不够、心存侥幸。
为确保省专家组工作成效，滨州
市应急管理局成立由副局长带
队专班全程跟进，邹平市组织了
监管人员和本土专家全程跟进
学习。

市应急管理局基础科副科
长张静每天在滨州和邹平两地
穿梭，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2

点。她说：“此次省专家帮扶企
业诊断隐患是大力提升我市企
业本质安全水平的难得机会，必
须加倍珍惜，不容懈怠。”邹平市
应急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
长崔亮表示，专家组帮助企业查
找到了一些自身想不到、看不到
的安全生产问题，为邹平市举一
反三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截至10月 1日，专家组在
邹平市共检查铝业深井铸造企
业4家，发现问题隐患59条、已
整改完成23条，出具诊断报告
书4份。专家组成员唐剑表示，
通过开展此次诊断行动，看到邹
平市铝加工企业都行动起来了，
尤其魏桥铝业、经纬铝业等被检
企业高度重视，认识到位、效果
很好。

与此同时，省应急管理厅组
织的全省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大
诊断行动专家组也在我市沾化、
博兴、无棣、北海等县区开展工
作。按照计划，专家组将利用2
个月的时间对我市100余家危
化企业的工艺、设备、电器、仪表
进行全面诊断。在沾化区诊断
现场，专家组成员、中国化学品
安全协会技术咨询部副主任李同
斌告诉记者，因考虑到滨州危化
企业较多，检查任务较重，日前又
增加了一个专家组。截至10月8
日，在我市检查企业21家，共发现
问题隐患及提出建议性措施
1060项，目前已完成整改592项，
出具诊断报告21个。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高景
生表示，此次全省危化企业安全
生产大诊断行动聘请了全国权
威专家帮助企业查找安全生产
问题并形成诊断报告，好比北京
协和医院专家来我市把脉会诊，
检查出平时我市发现不了的隐
患，全面剖析企业存在的风险，
为今后我们开展日常监督检
查、企业自查提供规范指导和
标准。滨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将全程跟进，采取有力措施督促
企业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
推动诊断成果在我市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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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周亮 报道）国庆期
间，全市自然资源系统始终绷紧
安全弦，切实加强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森林防火、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地质灾害排查整治、自
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
作，全市自然资源领域安全事故

“零发生”。
国庆期间，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共督导检查非煤矿山企业2
家、森林防火重点区域12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5处，发布预测预警信
息7期。全市出动直升机、无人机
83架，各类施药车辆361台，飞防、
人工作业面积210万亩。

加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
管。先后对胜利油田鲁胜石油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二氧化碳技术开
发分公司、邹平梁邹矿业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进行督导，通过工作座
谈、查看台账资料、实地检查等方
式，对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制定落
实、员工教育培训、应急物资储
备、预案制订、安全设施、设备运
行、隐患排查、员工劳动防护等
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全面排查企
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把安
全生产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督促企业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做
好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和极端天
气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企业生产
平安有序运行。

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对全市国有林场、森林公
园、生态林场等重点区域森林防火
检查站的工作部署、值班值守、物
资储备、火源管控等方面进行督
导检查，要求在巡查巡护、宣传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
加强值班值守，守好卡口，严格
控制野外火源，严禁游客携带火

种进山，持续提升扑火综合能
力；增强防控能力，消除火灾隐
患，坚决预防人为因素火灾发
生。扎实做好第三代美国白蛾
防治工作，压实主体责任，做好
监测预警、督导检查，推行联防
联治、综合防治，指导全市全面
开展人工地面防治，采取飞防、
机械喷雾、放烟、剪网幕等综合
措施，提高综合防控成效，有效控
制并逐步减少了虫源地范围。

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
理。针对连续强降雨，全市自然资
源系统严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点排查
和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全面落
实地质灾害隐患点责任单位、责任
人和监测人。安排群测群防员在
邹平市西董、好生、临池、青阳等山
区严密监测、严防死守，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有序推
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目前已完
成西董街道东峪村滑坡地质灾害
综合治理工程，有效提升了地质灾
害防治能力。

加强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开展自然保护地和野
生动植物展演场所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严控游客数量，强化上
岗人员健康和食用林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加固筑牢野生动物展
演、展示场所的安全防护设施，
严防野生动物逃逸、伤人事件发
生，杜绝人与野生动物零距离接
触；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管巡护，
对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越冬
地、停歇地迁徙通道隐患风险区
等加大巡护范围和密度，严格执
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厉打
击破坏森林、湿地资源，破坏野生
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
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等违法
违规行为。

国庆假期全市自然资源
领域安全事故“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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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省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专家组深入我市工贸企业开
展检查。

2 全省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专家组深入我市危化企业开
展检查。

3 全省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专家组在邹平市对铝业（深井
铸造）企业进行检查。

市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

驻滨城区督查组在企业现场督导检查。 驻博兴县督查组在企业现场督导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