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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防控

袁志勇
平原县委副书记、县长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着力强化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狠抓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体系建设，确保了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密织网络，夯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
“一把手工程”，健全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县委、县政府定期研究安全生产
工作。全面推行“网格化实名制”管理，明确各乡镇、各部

严格执法

门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两个单子”，建立属地、行业、专
项监管“三类网络”，消除责任空当和监管盲区。今年以
来，全县建档生产经营性单位534家，设立村级安全监管员
876个，实现全覆盖。
强化防控，全力推行双体系建设。督导企业全面排查风
险点、制定管控措施，注重动态管理，将每个生产经营单位
的风险点、防范措施全部张贴上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
够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调动资源和高效处置。今年以来，
先后5 次对辖区内300 余家企业进行了集中培训，累计培训
3200 余人次，帮扶指导289 家企业完善了双体系建设，有效
提升了各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严格执法，强化重点领域整治。以开展安全生产“大快
严”集中行动为主线，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专家排查隐
患、部门依法监督、企业自查自改”隐患排查治理模式，持
续抓好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行业、四类工贸企业、火灾消
防、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整治活动。同时，对执
法检查中发现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四个一律”要求
顶格处罚。今年先后聘请专家查找隐患190人次，检查企业
6900家，发现并整改隐患14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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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谈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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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重在预防

史庆苓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安全是天，生命
重于泰山”的安全管理理念，致力于为员工打造持久安全的
工作环境。在安全上，以生产安全为重中之重，在生产安全

中，人的安全是核心。作为管理者，一定要为员工提供安全
的工作环境，这既是责任、也是良知和底线。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
全生产方针，健全完善公司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和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式主体责任落实管理网络。借助
杜邦安全管理模式，优化建立“三位一体”的京博特色安全
管理模式，即以设备保障、工艺源头管控、能力建设为基础
的“事前预防”，以高危作业与承包商、标准操作变更管理
为支柱的“过程控制”和以事故应急、审核沟通为导向的
“结果验证”模型。
安全生产没有终点，只有起点。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京博将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
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证“红线不逾越、底线不触
碰”，更好地践行京博“做对社会最负责任最有益的企业，
为子孙后代留下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事业平台”的愿景！

大力夯实安全基层基础
创新监管模式打造安全生产示范区

高志秀
潍坊市奎文区委副书记、
区长

一是夯实安全生产责任基础。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的原则，建立责
任到人、监管到位、高效运转的区、街、社区、企业“四
级”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化体系；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吕明涛
博兴县委副书记、县长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改革发展大局，是实
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近年来，博兴县坚
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夯实责任，重点攻坚，铁腕治理，
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严字当头

实字托底

殷锡瑞
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安全是最基本、最大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加
快发展中，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树牢红
线意识，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紧紧围绕落实责任、隐
患排查、严格执法三个环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单化、清单责任化，定区域、定职责、定人员、定任务、
定考核，全面分解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全方位筑牢安全生
产责任防线。
二是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手段。设立街道安全生产办公
室，充实基层专职监管人员，增加执法设施投入，真正将安
全生产监管延伸至最基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聘请安全专
业机构、专业人才，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全覆盖、不
间断排查，解决基层和企业监管力量不足、不专业和隐患
“查不出、不会改”等问题。
三是提升标准化创建水平。高标准实施道路交通、社会
治安、公共场所、消防、学校、居家六大领域、132个安全
促进项目，彻底改善全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成功整建制创
建为“全国安全社区”。
四是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以“抓常、抓细、抓长”
“反复抓、抓反复”为工作切入点，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多个
督导组，坚持不懈开展“地毯式”检查、会诊，查漏补缺，
督导整改，严肃问责，始终保持严打态势。

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压实齐抓共管体系。把安全生产作为工作底线、列为政
府工作报告全年工作的首项内容，实行县级领导包保镇(街
道)、行业、企业制度。全面落实《博兴县党政部门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规定》，同步跟进督查，实现监管全覆盖。狠抓
主体责任落实，强化企业自查监管体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
这门“必修课”。
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加大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
等14个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聘请专家“把脉会诊”，找出问
题，跟踪整改。以“大快严”集中行动为抓手，推行县镇安
监执法一体化，持续开展突击夜查、媒体曝光。大力开展十
万职工大培训活动，加强应急演练，推进“安监云”信息平
台全覆盖。
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完善安全生产考核办法，加大科学
发展综合考核扣分比重。坚决落实事故问责“四不放过”，
坚决执行“一票否决”，坚决实行督导约谈、“黑名单”挂
牌督办等制度，凡因安全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监管不
给力引发安全事故的，决不姑息迁就。

坚守安全生产红线
严明责任，健全网络。出台党政同责制度，健全完善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
村居社区安全管理网络，补齐监管短板，打通乡村安全监管
“断头路”。实施网格化实名制管理，明确市、镇街和部
门、村居社区、生产经营企业四级网络责任，划分“三职责
任人”，构建全覆盖无缝隙的网格化管理体系。
严查细究，强化监管。坚持问题导向，不间断地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活动，做到隐患排查经常化、实效化、制度化。
建立完善全市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加强月通报季督导，
强化案例警示、通报约谈、督查督办制度，做到不留一个死
角，不放过一个盲区，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严管重罚，严肃追责。健全安全生产追责机制，强化
“四个一律”措施，对无视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无视
职工生命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查处，一抓到底，决不
姑息迁就。安全生产功不抵过，凡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
位导致事故发生的，一律实行“一票否决”，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安全发展创建和美临沭

张 雷
临沭县委副书记、县长

近年来，我县围绕“12345 ”工作思路，加强“三基”
建设，强力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树立一个理念。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
门监管责任。
确保两个目标。一是全年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切实减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二是年度考核位列全市安
全生产工作第一方阵。
落实三项要求。以落实“细、严、实”三项要求为主
线，夯实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加强基层、基础、基本功建
设。
强化四项举措。一是严格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二是坚持严字当头，落实到位，对重大部署、重大事
项、重大隐患实行倒逼工作机制。三是实施一案双查、三责
同追，增强履职担当。四是推动文化引领、全员培训，强化
安全教育，普及安全知识。
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提升安全监管执法能力，确保执
法人员到位率与镇街执法中队标准化达标率100% 。二是推
行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检查与执法、执法与督查“三个
一体化”执法模式。三是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 治 理 双 重 预 防 机 制 ， 力 争 完 成 全 县185 家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两个体系建设工作。四是大力实施科技兴安，开展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试点工作。五是严格落实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

陈家忠
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一系列安全工作指示精神和工作
部署，深推“尊严”文化，厚植“三个快乐”，坚持“体面
劳动，尊严生活”原则和“稳中求安、稳中求进、稳中求突
破”的工作总基调，大力夯实安全基层基础，企业保持了稳
定发展良好势头。
一是以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为目标，维护员工生命健康

尊严。坚持理念先行，入心入脑，营造生命至上的浓厚氛
围；坚持创新机制，强化执行，营造生命至上的制度环境；
坚持改善条件，科技兴安，营造生命至上的现场环境。
二是以强化安全管控机制建设为目标，维护员工人本尊
严。在安全思路上突出五个转变：由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向注
重职业健康安全转变；由现场安全督查问题向安全综合评价
和指导服务转变；由防控事故隐患向防控安全风险转变；由
内外平均用力向外部监管转变；由依靠刚性政策考核约束向
激发内生动力和依法履职转变。安全管控方式由单一安全督
查变为安全督查、安全生产技术评价和现场集中办公等综合
安全监管方式，提升一线现场安全监管效能。
三是以“立足眼前求生存 着眼长远谋发展”为目标，
维护员工共享发展尊严。我们以实现“百年龙矿”目标，牢
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过
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做到共谋发
展、共享尊严，全力创新、赢得尊严，改进作风、维护尊
严，走出一条科技创新能力强、安全生产稳、经济效益高、
综合形象好的发展之路，实现企业“大我”与员工“小我”
同频共振。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李洪信
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公司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我们深刻认识到：没
有安全做保障的企业是不长久的；没有安全做基础的效益是
空中楼阁！多年来，公司紧紧围绕“强化风险管控、落实主
体责任”这一中心任务，以标准化建设为依托，以“科技兴
安、管理固安、文化强安”为先导，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安

安全生产标准化

姬庆云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从建厂初期就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认真落实法律法规，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截至目前，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5500 天。一是紧紧结合
企业实际，宣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二是安全管理到位，不断加强班组安全管理工
作规范化建设，逐步实现安全管理可控、在控；三是隐患

全管理水平。
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不容许任何人越过安全生产红
线，抓不好安全生产、不能保障安全生产就是良心泯灭！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将开创安全生产领域
新的里程碑。
积极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公司从工作体系、责任体系、制度规程、教育培
训、资金投入、隐患治理、应急管理、内部管理8个方面进
行坚持与改进并要求干部应树立担当、忧患、戒惧安全意
识，员工应抱着安全只能相信自己的态度全心投入安全生产
工作中去。
安全生产始于重视、在于落实、重于细节。我们将牢
固树立“红线”意识、增强“底线”思维，上下同欲、齐
抓共管，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构建长效机制而
不懈努力。

设备管理精细化
排查到位，加强对现场工作的监管，形成危险源上报、整
改、检查的闭环管理机制；四是设备治理到位，强化全面
质量管理和过程控制，做到举一反三，有效开展设备维护
检修工作；五是监督检查到位，成立了安全监督体系及三
级安全网络，监查工作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六是安全生
产岗位责任落实到位，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措
施的落实，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职责，把安全
生产目标层层分解到人。
打造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同时，公司也将设备精细化管理
贯穿于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对每个细小环节的管理，
及时查漏补缺，大到一条系统、一台设备，小到一个二次接
线端子、一个元器件，甚至是一个小小阀门的双重编号，设
备死角的清洁，都要严格根据精细化要求，进行规范管理，
为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在运行、维
护、文明检修、防洪度汛、技术改造、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
了较好成绩。公司还大力开展了安全“曝光台”，加大监督
考核、奖励和问责力度，形成了曝光、学习、考核、教育、
整改、监督、检查的闭环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公司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

安全是一种责任

任建海
齐鲁晟华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科学发展是主题，安全发展是根本。安全是企业的生
命，安全生产是企业亘古不变的主题，只有安全生产，才有
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幸福、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只有
把安全意识和实际行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在发
展中做好我们长期的安全工作。
面对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化工生产工作，要想真正将

安全工作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每个环节，就需要做大量细致
的工作，需要把各自应履行的安全责任和法律法规，特别是
操作规程落实在岗位上、落实到现场。因此，只有将安全工
作做得细致入微，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落实下去，才能创造
一个安全、和谐的生产环境，才能保证公司与我们的切身利
益。
安全是一种责任、一种态度，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
命与健康，还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康，关系到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未来。安全靠的是
管理和责任心，安全责任，重在落实，无视安全不仅是对自
己和家人的不负责，更是对生命的践踏。每年我国有多少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有多少个鲜活的生命无辜地断送，有多
少孤孀老幼无奈地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又有多少个家庭
从此支离破碎。无情的事故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
痛。
安全之于生命，须臾不可少；安全之于生命，片刻不能
离。从现在做起，从珍爱每一个生命做起，把安全这道屏障
执着地铸进生命的土壤，在安全中享受美好的生活，演绎生
命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