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区入园”破解“化工围城”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化工产业是占山东工业产值1/5的支
柱产业，但在过去高速发展的时代，也
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化工围村”
“化工围城”，给周边居民造成了不小
的安全风险。近年来，特别是今年6月我
省打响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五年
专项行动以来，我省强力推动化工企业
进区入园，优化化工产业布局，消除安
全隐患，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史上最严”标准

促化工园区洗牌

日前，《山东省化工园区评分标
准》正在征求意见，即将出台。征求意
见稿中，规模、规划、位置、安全间
距、污水处理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等12
个一票否决项，一条不符合，就通不过
省政府的重新认定。在国家尚未出台化
工园区标准的当下，山东标准被业界称
为“史上最严”。

在标准出台后，我省将对所有的化
工园区，包括过去已由市政府公布确认
的化工园区，一律按省里确定的新标准
重新审查，重新认定。我省规定，2018
年底，原则上完成城市人口密集区内危
化品生产企业搬迁、转产或关闭工作。
鼓励各地制订危化品“禁限控”目录，
化工园区外，严禁新建、扩建化工生产
项目；危化品企业原则上进入专业化园
区，不在园区的要逐步关停淘汰。对省
政府重新认定的化工园区内部分“插
花”村居、学校等，采取果断措施尽快
搬迁。

园区认定了，还要加强管理。目

前，我省制定了《化工园区管理认定办
法》，正在会签，即将发布。对园区安
全管理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系统不完
善、未确定区域安全风险等级和风险容
量、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或长期运行不
正常的园区，将暂停审批除安全隐患整
治和环境污染治理以外的化工项目；加
强对园区管理和运行情况的考核，考核
不达标，将责令限期整改、项目限批。

脱胎换骨提升

装备安全水平

化企搬迁，并不是危险“搬家”，而是
脱胎换骨。鲁西集团原来由分散在阳谷、
平阴、东阿等地的11家企业组成，2004年
启动“退城进园”。2016年，鲁西集团起家
的第一化肥厂和主力厂第二、第四化肥厂
一并停产搬迁，如今除了1家企业都进了
园区，建成了集约化、一体化、园区化、智
能化的“智慧园区”。

9月22日，在鲁西集团的生产区，记
者基本看不到人影。鲁西集团副总经理
张雷告诉记者，鲁西集团在DCS自动化
控制系统、SIS安全仪表系统的基础上，
又开发了智慧化工园区管理平台，将生
产系统13 . 3万个传感器、3826路摄像头
接入管理平台，园区的数据自动采集率
和 工 厂 自 控 投 用 率 达 到 9 9 . 5 % 和
99 . 18%。

在鲁西集团的生产监控中心，记者
看到，大屏幕上有安全管理、环境管
理、生产系统管理、视频监控、报警管
理、应急管理等板块。在大气环境管理
板块，装置区被划分成一个个60厘米见
方的网格，一旦有数据异常，装置自动
声光报警，监控中心立即通知现场人员
查看整改。

据介绍，建成了数据自动采集、自
动分析、自动调度优化和安全、环保、
能源等一体化管控的“智能工厂”后，
2014年以来，鲁西集团轻微及以上安全
事故年度发生概率年均降低49%，应急
出警降至3分钟以内，救援作战远程指挥
和现场动态信息传输实现100%无障碍。

在青岛，青岛海湾集团旗下的五大
化工企业——— 双桃精化、海晶化工、东
岳泡花碱、青岛碱业、海洋化工，全部
搬迁到平度新河和董家口两个化工园
区，目前已完成搬迁，陆续建成投产。
青岛海晶化工集团副总经理高自建介
绍，搬迁为海晶化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
契机。海晶在董家口建设的40万吨/年聚
氯乙烯新项目已投产1年多，采用当今国
际先进的三大核心技术，在先进性、经
济性、安全性、节能性等各项指标上均
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青岛市明确重点发展平度新河和董
家口两个化工园区，对符合规划、区位
相邻、产业相近的工业园区，逐步整合
到规划内的产业集聚区；对布局分散、
规模较小、产能落后的工业园区，逐步
清理淘汰；引导园外企业向规划内的产
业集聚区调迁，集聚区外不再发展工业
项目。

像鲁西集团、青岛海晶一样，烟台
万华、青岛双星、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
等大化工企业目前纷纷“退城入园”，
园外企业则面临生死抉择。山东的化工
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生之旅。

居民得安全

园区得发展

居住在化工园区的居民，也正在加
紧搬离。在日照岚山化学工业区，大

村、小村、韩家村、大尧沟等10个村庄
的4300多户居民1 . 45万人，明年年底前
将搬出园区，住进新建的官山路社区。

而居民搬离后的化学工业区也得到
了“解放”，当地正在效法新加坡裕廊
化工岛经验，聘请新加坡顾问公司对园
区进行“二次规划”，打造产业链设计
一体化、公用工程一体化、物料传输一
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安全生产一体
化和管理服务一体化“六个一体化”的
化工园区，将大大提高园区的安全和质
效水平。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企业集聚，
连续5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20强。而多年
来，部分外地渔民在附近水域捕捞作
业，在港区逐渐形成了聚集居住区。
2016年，开发区管委投资1 . 27亿元，对
港区内荣华路、海滨路、海港路周边654
户居民、近2000人实施了搬迁。他们清
理无证渔船，帮助有正规手续的渔民对
接滨州港、广利港等周边港口、码头，
继续进行渔业生产，让“商户进商城、
住户进小区、渔民进渔港”，优化了港
区安全环境。

化工企业进城入园，居民学校搬迁
出园，居民得安全，园区得发展。“大
可不必‘谈化色变’，其实通过转型升
级，化工企业完全也可以做到安全清
洁。”省化转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我省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
级专项行动总体工作方案，通过进区入
园，化工企业小而散、多而乱的问题有
效解决，城市主城区、人口密集区和环
境敏感区的化工企业基本实现搬迁、转
产或关闭；橡胶加工、石油炼化、煤化
工、氟硅材料等一批主营收入过千亿元
的产业基地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到
2022年6月，通过5年专项行动，把化工
产业培育为安全清洁、绿色低碳、集约
集聚、创新高效的重要支柱产业。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孙丽云

突然漆黑一片，仅电梯内壁上的显示屏还有些亮
光，而电梯晃了两下就不再动弹。

6月11日20:01，家住青岛市李沧区青山绿水小区的
4位小朋友，玩耍后回家，电梯刚上了两层就遇到这令
人心焦的一幕。孩子们都没有带手机，只好大声呼救，
但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就在他们惶恐不安的时候，显
示屏同步出现语音和文字故障提醒：电梯轿厢并非密
闭空间，空气充足，无需担心缺氧，不能强行掰开轿门，
要耐心等待工作人员救援。语音提醒完毕后，电梯显示
屏同步出现了电梯卫士值班专员的画面，工作人员跟
孩子们实时对话了解被困情况，并对他们进行安抚。
20:08，物业和维保人员赶到了现场，并将孩子们救了出
来。

紧急情况下，孩子们并没有想到按下电梯内的警
铃按钮，那工作人员是如何知道有人被困的呢？从被困
到成功营救的“黄金7分钟”时间内，发生了什么？

原来，显示屏是李沧区在电梯上安装的聪明大
脑———“电梯卫士”，在感知到系统故障并困人之后，第
一时间报警的不是乘客，而是“电梯卫士”：它在10秒钟
内自动拨打了报警电话，电梯卫士安全中心工作人员
立即启动电梯应急预案，调度距离电梯最近的物业人
员赶到现场，这极大缩短了救援时间。

一旦受困于电梯内，如何及时对外求救成了眼下
不少电梯故障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求救模式，只能由被困人员通过手动按下
通话呼叫按键进行呼救，值班人员接听电话了解被困
人员位置等被困情况后，再电话通知电梯维保人员，一
起到达现场实施安抚和救援，从人员被困到成功解救
平均耗时30-40分钟。危险发生后的每一秒钟都非常关
键，越早实现营救就越能减少被困人员的心理恐惧和
焦虑。”李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
长李红军说，传统模式下，由于被困的老人、儿童等乘
梯人对紧急通话按键认知有限，并且解救涉及主体多，
很容易错过救援的“黄金时间”。

更为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每部电梯中都安有报警
铃和电话，但实际中，由于被困的老人、儿童等乘梯人
对紧急通话按键认知有限，值班人员不在岗，被困电梯
时打电话没信号、按紧急呼叫按钮没回应、不能准确判
断故障电梯位置、不知道人员被困楼层，以及“蒙”在电
梯内不知所措等原因，这些设备往往成了摆设。

“电梯卫士”是一套基于物联网应用技术和3G、4G
无线通信网络科技研发的电梯远程监控系统，通过独
立的传感装置，实时采集电梯运行信息，对电梯困人、
轿厢门无法打开、冲顶等十几种常见故障实现全天24
小时实时监控调度救援。

除了电梯轿厢内的视频实时监控，电梯运行时，电
梯卫士安全中心平台还可以详细记录电梯的运行速
度、运行平稳度、电梯门状态等。这个“聪明大脑”有远
程自检功能，能自动采集电梯主要运行参数进行后台
处理和比对，并将故障信息自动发送给电梯卫士监控
值班人员，呈现每台安装“电梯卫士”的电梯的运行状
况——— 绿色为健康，棕色是非困人故障，红色为困人故
障，黄色是在维保。故障信息将以大数据的形式保留，
从而实现对电梯安全运行的精准化线上监控。

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初推进“电梯卫士”物联网
远程监控系统的安装运用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李沧
区已有40个小区的711台电梯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另
有21个小区的320余台电梯签订了安装协议。据悉，自
项目设备投入使用以来，已成功监控处理电梯故障680
余次，电梯困人报警111次，救援被困乘客170余人，报
警准确率100%。

电梯装上

“聪明大脑”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杨鹏

站在新起点，面临新形势，安全生
产既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积
极应对新情况、新挑战。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是实现我省“十三五”时期安全
生产奋斗目标的一条根本途径。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
调安全生产工作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

近些年来，山东逐步建立“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完善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
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努
力实现省、市、县、乡、村安全生产责

任全覆盖。
10月9日一上班，青岛市黄岛区辛安

街道的安监人员立即按网格开展巡查。
以前，街道只监管自己招商的企业，现
在，全部属地管理，实现了责任无缝
隙。

今年2月，济宁市委将市政府安委会
调整为市委、市政府安委会，并对县市
区制定了针对性更强的安全生产考核细
则和考核标准。

记者从省安监局获悉，像济宁这
样，目前我省有5个设区市，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同时担任安委会主任。

抓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这个关键，我省全力推进《山东省标本
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导方案》实
施，强化督导、督查，狠抓13个重点行

业领域、105项关键措施的落实。
我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制定

了《山东省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制度》，
两年对17市进行一轮安全生产巡查。今
年上半年，省政府安委会组织4个巡查
组，分别驻市工作1个月，完成了对枣
庄、潍坊、威海、日照、莱芜等5市的巡
查，共发现政府及部门层面问题782项，
企业层面问题1568项，各市正抓紧整改
落实。8月31日，启动了第二批对德州、
滨州、聊城、菏泽等4市的巡查，其余8
市明年全覆盖。接受巡查的市级政府一
致反映，巡查增强了地方政府安全生产
的责任感，推动了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进一步贯彻落实。

今年2月，山东出台《安全生产重点
关注县督导办法》，对安全生产重点关

注县的确认、约谈、整改、终止等工作
做出制度性安排。这是我省落实中央精
神，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行政体制特点
和安全生产规律，紧紧盯住县级这一关
键层级，采取的一项创新性重大举措。

工矿商贸行业领域发生较大及以上
事故、其他行业领域发生重大及以上事
故的，发生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生产安全
事故的，在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违
反国家、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
重大违法行为且不能按期整改的，高危
行业企业在6个月内存在2起及以上涉及
安全生产的非法生产经营行为的，安全
生产工作方面存在其他严重问题的，会
被列入安全生产重点关注县。

据统计，建立制度以来，我省将7个
县级政府纳入省重点关注。

党政同责 重点督导

山山东东在在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建建章章立立制制、、设设施施升升级级、、安安全全培培训训、、安安全全检检查查等等方方面面频频频频发发力力。。（（资资料料片片））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鹏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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