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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双 力 见习记者白
凡）6月30日晚，一场“安全生产月”主
题晚会在我市氿南广场精彩上演，小
戏、小品、音乐剧，快板、舞蹈、表演唱，
演员在节目表演中融入安全知识，传递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强大
信息，将我市开展的“安全生产月”活动
推向高潮。

从1980年开始，每年6月全国各地
都举办“安全生产月”活动，我市紧扣安
全主题，创新活动方式，将其打造成提升
全民安全文明素质，强化全社会安全生
产宣教工作品牌。今年，我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是安全生产只能
有逗号，不能有句号，还要减少感叹号。
市应急管理局较早制订出“安全生产月”
宜兴活动方案，借助多种平台渠道，深入
一线开展宣传，造浓安全文化氛围，引导
全市干部群众将安全生产进行到底。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最高地标建
筑上演炫彩灯光秀，“我行动、我参与、
我安全”的安全生产公益广告，给市民
带来了一场安全生产视觉盛宴。除此
以外，在城市交通要道、高铁宜兴站、工
业重镇等人流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设
置电子显示屏共40块，拍摄安全生产

“利剑出鞘”“做个安全明白人”抖音作
品，全天候播出应急科普知识和安全宣
传标语；开出300辆安全生产大篷车，制
作9部防灾减灾动漫视频。进社区、到
企业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安全生产宣传上报纸、上网站、上擂

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不断挖掘
新媒体优势，积极利用竞赛问答新形式，
借势聚力，推进安全生产宣教上水平，是

今年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一个明显特
点。与市融媒体中心合作，打造应急安
全宣传系列主题版面和节目，《宜兴日
报》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采编刊发的典
型报道，被“学习强国”平台转载，宜兴应
急新传媒平台，发布微信、报道150余篇，
增强安全生产传播实效。此间，恰逢举
办全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等活动，市应
急局有效组织，市民广泛参与，其中，落
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题征
文，共征集到投稿130篇，获无锡市优秀
组织奖；参加全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夺
得全国第8名，全省第2名好成绩。

安全生产宣传有舞台、有讲堂、有
演练。在氿南广场成功举办全国第19
个、我市第27个“安全生产月”安全文化
主题晚会上，节目主创人员到我市易发
多发事故领域挖掘题材，精心编排9个
警示节目，7月起，到全市各镇、园区、街
道进行20余场巡演，以扩大宣传覆盖面
和影响力。发起“春风行动”主题宣讲
活动，组建宣讲团88个。6月3日，“陶
都大讲堂”新开讲，邀请国家应急管理
部信息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国家安全
生产专家组成员赵一归作宣讲报告。
安全培训课堂培训各类人员1700余人
次。市、镇两级广泛深入开展实战化应
急演练，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救援演练19
次。市森林消防大队开展引水上山紧
急拉动综合演练，切实做到“发现早、反
应快、拉得出、能扑灭”，为实战奠定了
坚实基础。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董国强表示，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不能画“终止符”。下阶
段，该局将继续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立足

“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序推进安全生产
各项重点工作，继续为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添砖加瓦，服务宜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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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月”精彩落幕

宜兴专场亮点纷呈

本报讯（记者双 力）我市某
“小化工”企业，租赁其他企业厂
房，擅自从事丙烯酸乳液的复配
和分装，被市应急安监执法人员

“逮个正着”。日前，市应急管理
局对涉嫌违法违规企业，作出立
案处理的决定。自5月中旬以
来，我市启动违法违规“小化工”
百日专项整治行动，重拳出击、
利剑出鞘，推进专项行动向纵深
开展。

违法违规“小化工”，由于
生产场地隐蔽，安全管控不力，
一般具有火灾爆炸风险大、环
境污染危害大、工人生产风险
大的特点，一旦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在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会上，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董国强要求
全体应急安监执法人员，按照

“不留下一处死角、不放过一个
漏洞、不忽视一处盲点”的要求
摸排目标，采取“全面普查、明

察暗访、突击夜查”等方法查处
问题，亮剑严打违法违规“小化
工”，确保整出成效。

本次专项整治，我市分为
动员部署、排查摸底、集中整
治、检查验收四个阶段进行。
重点查清辖区内有没有漏查漏
报的化工企业；有没有擅自改
变生产经营范围，存在非法从
事化工生产行为的；有没有以

“厂中厂”等方式，违法违规从
事化工生产、储存的企业；有没
有闲置厂房以及居民住房，违
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储存的
企业、单位及个人；有没有利用
偏僻场所，涉及化工生产的小
作坊、黑窝点。

整治行动推进初期，我市
各地宣传发动到位。在村口、
道口、企业门口等醒目位置张
贴整治“小化工”海报10000余
张，在交通要道和镇区街道悬
挂宣传横幅800条，宣传整治意

义、整治标准和工作要求，切实
增强市民对违法违规“小化工”
危害的认识，提升安全意识。
同时，发挥举报奖励机制作用，
公布了举报电话，形成了全社
会打击违法违规“小化工”的浓
厚氛围。

推进中，我市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明确，监管力
量“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对违
法违规企业采取立即关闭、立
即停产、立即取缔等断然举
措。根据省级安排部署，邀请
到第三方专家进行快速鉴定，
对有场地的相关企业安装监控
探头，直接与属地派出所相连，
实行实时监控。据悉，截至目
前，全市共出动检查人员12367
人次，深入一线开展全面摸排和
执法检查工作，逐村逐企逐户

“过筛子”，排查企业、小作坊、小
窝点5539家，发现违法违规“小
化工”13家。

执法人员在市科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公司
南侧由东向西第五个仓库存放
醋酸乙酯25桶、二甲苯32个大
储量桶、丁醚 3桶。经调查取
证，系市博凯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博凯科技领取的《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明确经营场
所不得存放危险品实物，执法
人员当即责令企业停止违法经
营活动，对其作出拟没收违法
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并处罚款
的行政处罚。对科达环保深入
检查，在不同地点的仓库内，执
法人员发现立式储罐 4个，甲
醇、乙二醇、二氯乙烷以及不明
物料600余桶。执法人员通过
调查取证了解到，库内存放的
危险化学品，系5名未领取《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人
所有，他们分别向科达环保租
用仓库，以堆放这些危险化学
品。执法人员立即责令当事人
停止违法经营，并向当事人分
别作出拟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
化学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
罚。市应急管理局表示，该公
司主要负责人相关违法行为，
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群
众，如发现违法违规“小化工”，
可直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一经
查实，将采取严厉措施，严打违
法违规“小化工”不商量。

重拳出击 利剑出鞘

我市严打违法违规“小化工”

动员部署到位动员部署到位

““林海卫士林海卫士””英姿英姿

晚会盛况晚会盛况

宜电集体企业工作部协办

7月10日，市宜能实业输变
电分公司利用天气晴好的间隙，
迅速组织运维巡视人员开展雨
后特巡工作，排查雨后线路安全
隐患，及时消除风雨天气给设备
带来的不良影响，拧紧电网“安
全阀门”。

“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
惕，巡视时绝对不能大意，要仔
细检查每根电杆的固定基础、线
路接点，注意杆塔附近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要认真做好记录，及
时汇报情况。”线路运维班在对
辖区内110千伏渎滨813线路开
展线路巡视前，工作负责人向工
作人员交代注意事项。随后班
组巡视人员对杆塔、绝缘子，线
路周边树木、垂直距离是否足
够，各类电杆反光标识、拉线护
套是否配置齐全和完整，各类警

示标识是否齐全、醒目等认真巡
视，确保万无一失。

针对今年梅雨天短时强降
雨多的天气特点，公司加大线路
的巡视力度和次数，重点对辖区
内杆塔、金具、绝缘子等进行全
面细致的巡视，对雨后线路杆
塔、拉线强度、线路绝缘子，特别
是对区域地质条件差，易受雷
电、雨水影响的杆塔、电力线路、
设施设备加强巡查。并认真分
析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危险
点，强化应急管理措施，提高员
工安全警觉意识，有效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

迎峰度夏期间，公司将继续
开展常态化特巡工作，持续加大
线路设备的运行维护力度，进一
步提升线路设备的健康水平，为
迎峰度夏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7 月 7 日上午 5 时，天刚
蒙蒙亮，市宜能实业输变电
分公司变电施工二班班长江
招勇就早早地起床。今天虽
是高考的第一天，但这是他
为莘莘学子高考保电的第十
个年头。

他简单洗漱、吃完早餐
后，就直接赶往公司备战高考
保电。“一会到考点以后，趁着
考生还没到，大家再把应急发
电车仔细检查一下，不能有一
点差错。”车上，江班长不时地
向他所在小组人员絮叨着保
电事宜。

“叮铃铃……”考生进入
考场，时间在检查设备、线路
中飞逝，高考正式拉开了帷
幕，保电“集结号”也正式吹
响。当日，室外最高温度已
达到35摄氏度，高温在考验
考生家长的耐心和韧性的同
时，也在考验着每位高考保
电成员的责任。对于高考保
电小组的成员来说，没有应
急就是最成功的保电，尽管
每次巡查结果都一样，但江
班长不敢有丝毫松懈，一遍
遍地查看应急发电车与学校
的配电房连接电源处。

据江班长说，从7月 1日
开始，他们针对各个考点和
相关部门的供电实际和可能
发生的故障，合理安排运行
方式，制订详细的事故预案，
成立高考应急抢修队，并深
入到各考点，对考场内用电
开关、插座、灯具，尤其是英
语听力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

“把脉问诊”，将保电工作落
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
节，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考
点，及时下发书面整改通知
书，限期整改，确保供电线路
畅通，精心打造“高考保电平
安工程”。时间一分一秒地
往前走着，江班长随手看了
一下手腕上的计步器，已达
到 6000 多步，一上午的时
间，在不足百米的地方，他已
来来回回巡查了近20遍。

在高温的炙烤下，汗水把
保电人员的衣服浸湿粘在身
上。简单地在阴凉处休息片刻
后，江班长转过头对小组人员
说：“我们再巡查一遍吧，要不
心里始终感觉少点什么。”刺眼
的阳光下，江班长和他的保电
小组，踏着坚实有力的步伐，又
投入到紧张的保电工作中。

高考保电现场的高考保电现场的““老班长老班长””
7月 2日，市宜能实业输变

电分公司组织公司全体党员开
展庆祝建党99周年“七一”主题
活动。

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结合“转观念、抓作风、强落实”
主题活动相关要求，开展了一次
入党宣誓、赠送党员政治生日
卡、一本红色书籍、新、老党员代
表重读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
上专题党课系列活动。该公司
负责人开展了《学战略 讲担当
干精彩》专题党课，明确要以建
设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
互联网企业为战略目标，要始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署，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
念”，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来
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开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

征程。
“ 我 志 愿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该公司新、老党员在
建党 99 周年之际重温入党誓
词。随后，该公司党委成员向
全体党员送上诚挚的节日慰
问，并赠送了政治生日卡及红
色书籍。

最后，该公司负责人作总
结讲话，他强调，今年是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党建
工作对标管理关键之年。当前
公司正值“内强管理，深化改革”
的创新发展关键期，“转观念、抓
作风、强落实”主题活动，公司全
体党员要主动适应创新发展新
趋势、深化改革新要求、从严治
党新阶段，开创公司党建工作
新局面，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引
领推动公司和电网新发展，为
创建国网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
凝聚力量。

开展庆祝
建党99周年“七一”主题活动

多举措保障高考用电
7月6日，高考保电工作进入

倒计时，市宜能实业输变电分公
司再次召开高考保电全体工作人
员会议，对高考保电工作进行再
强调、再部署。要求保电人员对
高考保电预案进行再梳理、再完
善，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

确保高考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助
力学子圆满高考。

为保证高考期间的安全供用
电，该公司成立了高考保电领导小
组，把高考保电工作列为一级保电
任务，多次召开保电工作会议，对
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提前对相

关输、变、配和用电设备进行全面
巡视消缺。并和校方电工一起对
各考点自备发电机、UPS电源逐一
进行调试，确保万无一失。公司同
时要求各保电小组根据职责分工，
对各考点所涉7条110千伏配电线
路再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对检

查出的安全隐患书面告知客户，并
协助开展消缺整改。高考期间，八
名现场保电人员将按照保电方案
提前进入工作现场，开展现场保电
值守，公司抢修班组时刻待命，保
持通讯信息畅通，全力保障各考点
供电安全。

主动出击拧紧
输电线路电网“安全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