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 三年行动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 通讯员
莞安）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集中整
治事故隐患，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近日
印发《东莞市镇、村级工业园区工贸
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加强镇、村级工
业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确保“园8条”隐患问题清
零，防范镇、村级工业园区工贸企业
重大安全风险。

坚持问题导向 分阶段精准施策

《方案》指出，本次专项整治范围
包括全市镇、村级工业园区内的工贸
企业。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内容包括企
业是否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是否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是
否制定并实施动火、临时用电等危险
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动火作业

“三个一律”落实到位，确保操作规程
的遵守和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企业进
行有限空间作业、吊装、动火、临时用
电等危险作业是否有向园区管理处、
村（社区）安全办、属地应急管理分局
报备；是否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规定，配备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等情况。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从2022年9
月至12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工作部署和排查摸底
阶段。各应急管理分局要按照本工作
方案要求，结合本辖区实情，逐项压实
责任、逐项细化任务、逐项明确措施，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摸清园区工贸
企业底数及安全生产状况，实行“一园
一档、一企一册”分类处置。

第二阶段是集中整治阶段。各应
急管理分局在排查摸底的基础上，按
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照专项整治
工作内容，开展镇、村级工业园区安全
整治，确保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如期完
成，压实工业园区及园区工贸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第三阶段是工作总结阶段。各
应急管理分局要对专项整治各项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督导，确保
完成进度和整治成效，并形成专项整
治工作报告及分类处置表。

《通知》要求，各应急管理分局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对辖区内的镇、村级工业园区及
其企业进行全面摸底。要加强业务
指导，充分发挥行业专家、行业协会

等技术支撑作用，指导园区工贸企业
整治改造工作。要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对园区及其企业实行全覆盖监督
检查，认真对照整治内容，聚焦重点
隐患问题，提高执法精准性。

迅速部署落实 抓重点排隐患

为切实消除事故隐患，连日来，
我市各镇街（园区）迅速开展镇、村级
工业园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推动
镇、村工业园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9月14日，桥头镇主要领导带队
到田新社区华智产业园，详细了解工
业园是否落实“一园一档”“一企一
档”，是否将生产经营场所转租、分租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
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是否明确各自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等情况。针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督导组现场提出了整改
意见，要求相关负责人限期内完成整
改，并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和隐患排查
整治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同一天，中堂镇主要领导带队到
东莞市金源钢材市场内的企业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全覆盖排查行动，重点

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
员培训情况、工业气瓶使用管理、安
全用电、机械设备安全防护、特种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等问题，并对市场管
理方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
改建议。

9月14日和16日，凤岗应急管

理分局联合消防大队、生态环境分局
深入竹塘村海永工业园、五联村奇华
工业园开展村级工业园区联合执法
检查，排查企业在安全生产、环保、消
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此次专项检
查行动共出动51人次，检查企业62
家，排查隐患77条，立案处罚12宗。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 通讯员
莞安）9月是我市森林防灭火宣传月，
全市也即将进入新一轮森林特别防
护期。围绕今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
主题“严防森林火险 守护绿水青
山”，东莞持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火意
识，最大限度遏制森林火灾发生，全
力维护我市生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强化宣传 营造浓厚防火氛围

一直以来，我市坚持“预防为主、
防灭结合、高效扑救、安全第一”方
针，把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作为整个
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第一道工序、第一
项任务、第一个环节来抓。

近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下简称“市森防办”）印发《东莞市
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工作方案》（下简
称《工作方案》），部署各有关镇街（园
区）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工作，创
新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活动形式，发动
全社会参与，营造浓厚宣传氛围，提
升群众防火意识。

根据《工作方案》部署要求，森
林防灭火宣传月期间，各有关镇街
（园区）、各单位要勇于创新，丰富宣
传内容，多渠道、多角度、多形式地开

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活动；要通过短视
频、微动漫、公益广告、主题海报等形
式，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宣传作品；要充
分利用宣传橱窗、黑板报、墙报、社刊、
户外电子显示屏、地铁公交站牌等宣
传阵地，采取设置宣传咨询点、发放宣
传品、布置宣传栏、流动宣传车等多种
方式，拉近宣传距离、搞活宣传形式，
提升互动性和群众参与感。

中秋期间，谢岗应急管理分局在
银瓶山森林公园、林场、崖山等5个重
点进山路口增设森林防火检查站，守
好进山卡口。同时利用广场处LED
屏和微信公众号播放防火宣传视频，
提高居民的火灾防范和监督意识，发
现火灾隐情立即上传上报。

大岭山应急管理分局联合林业
站在大岭山森林公园几个出入口设
检查站，劝缴入山群众的火种，对群
众派发宣传单，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自
觉遵守森林防火相关规定。还安排
了机动人员对各村小公园、广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巡查，严防群众违规
野外用火，预防群众放孔明灯行为，
确保森林防火安全。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派发森林防火
宣传手册4.4万份，悬挂宣传横幅1万多
条，设置森林防火警示牌2120个、LED
宣传屏275个、森林防火宣传广播526

个，有效提升森林防火群防群治意识。

强化巡查 压实各项防火措施

除了强化宣传外，我市各级各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安全防范工作
部署，积极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安全
专项检查工作。

9月19日，市应急管理局督导组
先后带队到长安、虎门开展森林防灭
火督导检查。在长安镇，督导组查看
了莲花山水库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并
了解莲花湖绿道的现状、人员值班值
守、森林防灭火措施落实等情况，要
求涉林景区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物资
装备配备，完善林区林火视频监控系
统、消防水池建设，做好安全隐患排
查、进山人员监管、用火管理等工
作。在虎门镇，督导组重点检查了防
灭火物资仓库、林区消防设施等，并
要求有关部门深入排查林区散坟，采
取必要管控措施，严防重阳期间因群
众祭祀引发山火，切实保障森林资源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切实加强森林防火管控，压实
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做好森林火灾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近日，石排镇
森防办组织应急、农林水务、消防、
燕窝村、中坑村、田边村等单位开展
联合检查行动，重点督查了中坑村

红石山和燕窝村西湖山林区森林防
灭火工作落实情况，并要求强化森
林防火责任意识，加大防火宣传和
野外火源管控力度，进一步落实值
班值守工作。

连日来，凤岗镇森防办每日组织
15个检查组对重点林区进行巡护，持
续加大林区巡查力度，同时设立15个
临时检查站，对携带的火种、易燃易爆
物品以及其他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物

品一律实行集中保管并登记。此外，
还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和派发手
册等方式向进入林区的群众宣传森林
防火常识，提高群众警惕意识。

今年以来，全市共出动防火巡护
人员4万人次，出动车辆2万车次，排
查并整改火灾隐患526处，发放整改
通知书86份，建立火灾隐患台账31
份，教育、劝阻违规用火人员114人
次，常态化巡查机制更加健全。

东莞开展镇、村级工业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全面提升镇、村级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水平

2022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严防森林火险 守护绿水青山

多轮次、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在9月13日的全市安全生产和
消防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市各镇街立
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镇街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各相关部门纷纷行动起来、
深入一线，开展“白+黑”执法检查，要
求相关企业对查出的问题立行立改，
确保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集中开展
新一轮消防安全领域的研判、排查、整
治工作，同时切实提高场所负责人消
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在
中堂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上，该镇主要领导强调。

在松山湖，通过部署大排查整治
行动，要求做到安全整治工作不留死
角。在厚街镇，从镇到村、从村到小
组、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全面动员
起来，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9月13日夜晚，大岭山镇有关领
导带队开展夜查行动，检查组检查了
多家再生资源公司，要求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严禁违规住人，严防

火灾亡人事故。同一天晚上，企石镇
有关领导带领检查组开展“三合一”场
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9月14日晚，石碣、滨海湾新区等
多个镇街（园区）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
安全夜查行动。其中，石碣分成30多
个检查组深入辖区15个村（社区）开
展集中夜查行动，行动共检查各类场
所263家，发现并整改火灾隐患160
余处，有力打击了消防违法行为。滨
海湾新区在完成夜查行动后，第二天
就组织了约谈会议，要求各单位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月15日，在万江街道，由该镇街
主要领导带队对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无证经营废品回收站等进行安全
检查，并召开现场会，向企业提出整改
意见。

现场检查场所30家，发现隐患
19处，整改隐患12处，停业整顿5家，
查封3家——9月16日凤岗镇分租式
厂房联合检查行动效果明显。检查企
业11家，发现隐患18处，消防大队查
封企业 3 家，拟行政处罚企业 3 家

——9月19日塘厦镇分租式厂房联合
检查行动同样有力度。

通过警示约谈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组织企业观看事故警示教育
片，召开会议现场约谈企业代表，通
报相关事故情况，解读安全生产相
关措施。连日来，东莞各镇街（园
区）纷纷行动起来，召开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约谈会，督促相关部门落实各
项工作，要求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各村（社区）必须严格执行省应
急管理厅提出来的‘园8条’各项要
求，确保村级工业园成立园区管理单
位，做好园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统筹
协调，明确各方安全责任。”9月14日
下午，中堂镇应急分局在应急指挥中
心组织召开镇、村级工业园、精细化工
企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约谈会。

同一天，横沥镇召开化工和危险
化学品企业警示教育约谈工作会议，
通过观看危险化学品事故警示片，提
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

9月15日，在东坑镇，该镇安委
办、消安委办联合组织召开工业园企
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会，对工业园区、
分租式厂房督导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并提出整改要求。在万江街道，应急
管理分局组织30个社区分管村级工
业园负责人和55名街道辖内村级工
业园运营物业方负责人参加警示会
议，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月16日，东莞更是有石排、麻
涌、高埗、厚街、塘厦等多个镇街召开
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有关的警示教
育约谈会，要求抓细抓好抓实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其中，高埗镇在9月8日、14日、
16日分别组织工贸行业、分租式厂

房、危险化学品企业召开生产安全事
故警示约谈会，进一步强化该镇企业
工厂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
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此外，虎门镇于9月19日，道滘
镇于9月20日也召开安全生产集体
约谈会议，督促各单位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各
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

茶山镇开展群死群伤道
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记者 范德全 通讯

员 莞安）9月 20日，茶山镇开展
2022 年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
应急处置演练，镇公安交警、应
急管理、卫健、消防、交通、城管、
茶山医院、宣教文旅办参与演练
行动。

本次演练模拟了一小车因失
控撞到路边多辆电动自行车，造成
多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受伤，再撞
到另一辆小车后停下，两小车碰撞
起火，驾驶员被困车内。事故发生
后，各部门迅速赶往事故现场投入
救援工作。

“我宣布，现在演练正式开
始！”

随着现场指挥部的一声令下，
演练开始。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
组成各个小组，各小组接到指令后
立即赶赴事发现场并有序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经过近一个小时紧
张有序的应急处置，被困人员顺利
救出，演练行动圆满结束。

此次演练有力增强了各部门
的联动实战能力，有效提高部门
协调联动应急处置水平和综合
应对能力，夯实了整体作战能
力，为预防和处置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塘厦镇认真落实“园8条”

重拳整治
分租式厂房

本报讯 （记者 范德全 通讯
员 莞安）近期，塘厦镇安委办联
合各有关部门，在全镇定期组织
开展分租式厂房联合检查行动，
严格落实“园 8条”措施，进一步
压实部门监管、属地管理、企业主
体责任，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
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环境。

9 月 19 日，联合检查组一行
到位于石马社区某工业园的分租
式厂房，严格按照“园 8条”管理
规定和分租式厂房专项整治各项
内容，对无证经营、消防安全、违
法搭建、环境安全日常管理等方
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排查。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逐一
登记情况，提出整改要求，并做好
问题隐患和整改措施两个清单，
安排专人跟踪督促整改，确保隐
患闭环整改。

截至目前，塘厦镇应急管理分
局共对17家二手房东、物业公司进
行立案处罚（其中“一案双罚”13
家），共立案 30宗，罚款 59.71 万
元，有效规范了分租式厂房（园区）
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行为，极大震慑
了分租式厂房（园区）企业安全生
产各项违法行为。

■石排镇开展中秋前森林防灭火检查督导工作 通讯员 莞安 摄

■近日，凤岗镇开展村级工业园区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通讯员 莞安 摄

东莞持续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以铁的措施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月13日，东莞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会议，部署加强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系列措

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9月20日，东莞再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对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再部署，要求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段时间以来，东莞各镇街（园区）、各部门立即召开会议贯彻落实，部署检查工作，各镇街主要领
导和分管领导带队，深入一线开展执法检查，积极推进隐患整改，确保安全整治工作不留死角。与此同
时，各镇街（园区）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约谈会，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确保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范德全 通讯员 莞安

■近日，桥头镇应急管理分局开展分租式厂房联合检查行动 通讯员 莞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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