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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温馨提醒
安全是幸福的源泉，安全是生命的保障，

严禁超速超载、酒驾和疲劳开车；生命至高无

上，请您工作时遵章守规，不伤害自己，不伤

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安全来自警惕，事故

出自麻痹，请您亲友聚会，学生上下学，不乘

坐电三轮车等非法车辆；时时讲安全，处处防

盗窃，冬季取暖注意通风，严防中毒，安全用

气用电，严防火灾事故。

安全生产
冬季小心这些事儿

室外作业事故

冬季室外温度较低，人的听觉、视力、行动

能力和情绪都可能受到影响。在寒冷的环境

下，作业人员易患冻疮、皮肤皲裂，可能因反

应迟钝、动作不灵活等引发事故。此外，低温

可能导致室外设备设施变形、破裂，引发泄漏

事故。遇到雨雪、霜冻天气，脚手架、步踏等

易结冰，可致作业人员滑倒摔伤，甚至引发高

处坠落事故。

☆防范措施☆
1.采用合理的冬季作息时间表。企业要

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减少人员在室外作业的时

间，避免疲劳作业，要利用班前会加强防冻、

防滑、防摔教育。

2.做好设备设施保温工作。企业要提前

对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对一些露天生产设备、

工艺管线要采取防冻措施，禁止使用明火为设

备、管线解冻。室外设备、管线停用时，要将

物料排放干净，避免结冰。

3.防止厂区道路和生产现场结冰。遇到

下雪天，企业应组织人员尽快清除厂区内的积

雪和冰凌，以防发生伤人事故。使用脚手架、

梯子和步踏作业时，要落实防滑措施。作业现

场如有积冰，应暂停高处作业。

4.作业人员要注意防寒保暖。进行室外

作业的人员，应按相应的规定使用冬季防寒物

品。在刮大风、下大雪或大幅度降温时，应暂

停室外作业。

5.严格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现场负责人

和安全员应加强检查，制止作业人员的不安全

行为，及时查找隐患并采取措施。

火灾事故

冬季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是火灾事故的

多发期。天气干燥、可燃物积聚、超负荷用

电、静电增多、违规使用取暖设备或燃料等，

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对此，应加强防范，

增强作业人员的防火意识，及时排查并消除火

灾隐患。

☆防范措施☆

1.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完好可用。企业应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认火灾报警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消防栓等设施完好可用，并定

期进行维护保养。厂房内的消防通道应保持

畅通，防火间距应符合相关要求。

2.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企业应制定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电工、焊工等特种

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需要进行动火作业的，

要严格按照程序办理动火作业证。

3.正确使用和管理电气设备。应避免超

负荷用电，电气设备、燃气设备、电源线路的

使用和维护应符合相关要求。

4.加强易燃易爆物品及可燃物管理。对

厂区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和可燃物，要使用专库

限量存放，可燃物禁止靠近热源。

5.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作业人员应

掌握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和防火逃生知

识。发生险情后，应科学自救、互救。

室内安全隐患

冬季是各类化学性职业中毒的高发季节，

如急性一氧化碳中毒、有机溶剂中毒。原因是

多方面的：未结合季节特点排查整改隐患，为

防风防寒而紧闭门窗，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

聚；未及时启用排风设施，导致有毒有害物质

浓度升高；忽视现场管理，如化学品容器未密

闭存放等。

☆防范措施☆
1.加强职业健康防护。企业应制定职业

健康防护计划和操作规程，履行职业病危害告

知义务，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2.作业场所应保持通风良好。应安装抽

风机、排风扇、排气罩、报警装置，加强作业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定期检修设备、排查

隐患。

3. 在 一 氧 化 碳 高 浓 度 区 域 落 实 监 护 措

施。作业前要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如需动火作

业，应办理动火作业证，并由专业人员监测一

氧化碳含量，确保作业安全进行。夜间值班人

员应按要求取暖，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4.加强有机溶剂储存和使用管理。企业

应对有机溶剂进行分类、分区保存，严格按规

程使用。

5.作业人员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企业

应为作业人员提供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设备和急救用品。

6.不可盲目施救，以免伤亡扩大。一旦发

生中毒窒息事故，科学救援十分重要。救援人

员要正确使用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品，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施救。

交通运输事故

冬季到来，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雪、霜

冻、大雾等天气对路况、能见度影响较大，交

通运输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此外，临近岁末，

人流、物流高度集中，也是冬季交通运输事故

多发的一个原因，应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防范措施☆
1.强化驾驶员安全教育。企业要加强对

驾驶员的管理，开展冬季行车安全教育，组织

驾驶员交流安全行车经验，增强安全行车意

识。驾驶员应安全出车、文明礼让，不开带病

车、不开超速车、不酒后驾车、不疲劳驾车。

2.把住车辆安全关。企业应严格运营车

辆管理，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制度，全面排查安

全隐患，重点对车辆技术状况、随车安全设施

配备情况、应急门窗开启顺畅情况等进行检

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车辆带病上路。

必要时，应为车辆配备防冻装置。

3.严格执行 GPS 监控管理制度。企业要对

车辆实施全程监控，对驾驶员异常停车、超速

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行为应

及时给予警告，并进行严肃处理。

4.做好预警和防范工作。企业要完善应

急预案，做好应急保障工作。要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及时向运营车辆驾驶员和随车人员发出

提醒。遇到恶劣天气，要尽可能避免和减少运

输作业。

其他意外伤害

冬季大风天气多，易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一些室外设施和固定措施不完善的搭建物易

被大风吹倒、吹落，可引发坍塌及物体打击事

故。另外，长大衣、围巾等物品易被卷入车

轮、机器中，发生伤人事件。

☆防范措施☆

1.企业要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大风来袭。

建筑施工企业要加强对塔吊、高大模板、施工

升降机、自升式爬架、水泥罐、脚手架的安全

管理。

2.企业应对围板、棚架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

建物进行加固，妥善放置室外物品。施工现场

及作业面上的材料应固定，防止被大风刮倒。

3.作业人员应做好交底工作，作业中要及

时掌握风力变化情况。安全管理人员、项目安

全监理人员要加强安全巡查。

4.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好安全带。遇六级

及以上强风时，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

作业。如风力达到四级及以上时，不得进行塔

吊顶升、安装、拆卸作业。

5.进入作业现场时，作业人员要根据相关

要求着装，并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春运期间
驾驶员务必谨记“六要点”

春运期间，交通事故隐患也随之增加。不

管你是老司机还是新手都要谨记“六要点”。

第一，注意车况是否良好。要勤检查，勤

保养，不能让故障车带“病”运行。

第二，严格控制车速。驾车时必须降低车

速，特别是在驶经弯道、坡路、桥梁、窄路和视

线不良、交通流量大的路段或遇到下雨、下

雪、大雾等恶劣天气时，需严格控制车速。

第三，严禁车辆超载。超载不仅使车辆的

制动性能降低，制动距离增长，还会破坏各项

技术指标的均衡，使车辆的重心前后移动，转

向不易控制。

第四，严格防止“三品”上车。春运期间严

禁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上车。

第五，严禁酒后开车。春运期间，昼夜加

班，往往步入“酒能解乏”的误区，一定牢记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的教训。

第六，严格注意防火。春运期间，气候干

燥，乘车吸烟极易造成火灾隐患，除备齐消防

设备外，还要减少吸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2018 年

以来，针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 ,受理和管

辖范围扩大的新形势，大英县纪委监委用

心思考、认真探索、积极谋划，不断完善工

作流程，努力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 2018
年全年共受理各类信访反映 184 件，同比下

降 43.56%；检举控告类信访件 128 件，同比

下降 54.29%；初信初访受理 67 件，同比下降

59.64% ；重 复 访 受 理 61 件 ，同 比 下 降

54.48%，信访举报量呈“四降”趋势。

“快查快办”源头解决初信初访。县纪

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对腐败现象易发多

发、群众反映强烈的初信初访件，对扶贫领

域信访举报，坚持自办不下转，减少移送环

节，缩短传递时间，提高自办信访案件的质

量和时效。对转办、交办乡镇纪委、部门纪

检组办理的初信初访，实行清单化管理、项

目化推进，明确专人督查督办，切实提高按

时优质办结率，从源头上处理好解决好群

众信访问题。

“ 派 单 式 办 理 ”高 效 处 理 信 访 问 题 。

2018 年，县纪委监委完善更新 34 个核查组

和审查调查人才库，实行“派单式办理”高

效地处理很多信访问题。归口式派单。涉

及一般性违纪的信访举报问题，按照“谁联

系谁负责”原则，由负责联系信访来源涉及

单位的纪检监察室负责办理。下转式派

单。内容空泛、可信度不高、可查性不强的

信访举报反映问题指派下级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谈话函询等方式办理。指定式派

单。对可信度高、严重复杂、社会影响较大

或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信访举报问题，由

县纪委监委组建核查组或相关纪检监察室

在审查调查人才库内组织精干力量组成专

案组，“专人专案”，开展重点办理。

“三诊问效”疏解群众心结。创新建立

重大信访“三诊问效”和办理工作满意度测

评机制，开展纪委书记“大接访+大走访”活

动，主动做到关口前移，将信访反映窗口搬

到田间地头。在接待信访群众过程中。每

季度，大英县纪委监委都要抽取 60%实名举

报件，采取入户走访、电话回访、问卷调查

等方式对已办结实名举报件开展“二次回

访”，测评群众满意度。 2018 年以来，大英

县纪委监委已对 15 件实名举报件进行“二

次回访”，召开院坝会和信访澄清会等 11
场。这些举措提升了群众满意度，也促进

了信访举报量的合理“四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自开展

河长制工作以来，象山镇运用“三脚架”原

理，自制简易浮床打捞水上漂浮物，以达到

净化水质的效果。1 月 11 日，象山镇副镇长

邓万兵组织象山镇河长办、镇工作组以及该

镇 20 名村级河长在象山镇白角滩村下渡桥

召开优化“三脚架”打捞设施和简易“浮床”

制作和运用现场会。

据介绍，在未安装三脚架以前，因为郪

江河面较宽，每次打捞只能用船只进行打

捞，其工作强度和安全隐患都非常大，自从

安装“三脚架”以后不仅减少了打捞强度，还

降低了安全隐患，唯一不足的是存在需要动

用船只进行打捞。

象山镇通过“三脚架”原理，不断改良创

新，在三脚架的一个斜边增加一根活动的竹

制的漂浮杆，来达到不动用船只和其它设施

就能轻松把三脚架内的漂浮物拉倒岸边的

效果，进一步降低了打捞强度及安全隐患。

经验表明，适量的水葫芦具有净化水质

的作用。经过规划，象山镇在区域内部分河

面制作“简易浮床”，对水葫芦进行固定养

殖，起到生物净化水质的作用，同时也方便

对水葫芦的打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1 月 11
日，县规划局组织召开 2019 年第一期县规

委会专家委员会会议。会议邀请遂宁市

城乡规划编制中心主任任福龙等专家为

《大英县中心城区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

划》等 7 个规划设计方案把脉献策。

会议听取了《大英县中心城区医疗卫

生设施专项规划》。专家们建议，项目规

划编制单位要进一步完善文本表述，结合

大英县医疗卫生十三五发展规划，在医疗

机构规模、设施设备配备、医疗机构布局

及其覆盖范围等方面应再次开展论证，充

分考虑群众就医需求和集约发展的要求，

合理规划各项指标，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会议听取了《大英县郪江外国语学校

综合楼建筑设计方案》。专家们建议，项

目规划设计单位要在学校原总规的基础

上，对外观设计作进一步的优化，使其具

有现代气息，色彩应与校内已有建筑总体

保持一致，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光照和安

全的要求，确保建筑美观实用。

会议还听取了江南路地块规划设计条

件论证报告、江南名居和阳光丽城七期建

筑设计方案、玉峰镇供销社建筑设计方

案、三路机械有限公司打儿窝厂区设计方

案。

县食药监局组织召开党风廉政
教育主题党课

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日，县食药

监局组织召开党风廉政教育主题党课。

会议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将

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对当前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的科学判断上来，不断增强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的使命感，领会新精神、把握新要求、

增强新认识，切实开展好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要

准确把握形势，切实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针

对性，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县关工委

“暖冬行动”走进乡村小学

本报讯（邓佑东 何跃 全媒体记者 蒋亮）1
月 8 日，大英县关工委的“暖冬行动”来到了槐花

村小学，“五老”志愿者们与各自帮扶的学生开展

了“交心谈心活动”，并为他们每人送上了棉被、

菜油、挂面和慰问金。

槐花村小学校是大英县卓筒井镇非常偏远的

村级小学，2017 年大英县关工委定点帮扶该学

校，全校共 11 名学生。

这是大英县关工委“暖冬行动”慰问的首站，

当天还慰问了卓筒井镇立山村、通仙乡普陀村 23
名困境儿童。

继 2018 年 12 月 26 日“老少牵手·温暖童心”

遂宁市关工委暨大英县关工委暖冬行动启动仪式

在大英县特殊教育学校举行后，大英县关工委和

县老干部局立即筹集资金，开展了困境青少年的

关爱慰问行动，整个活动共慰问 100 人。

蓬莱镇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讯（曾萍 记者 刘佳利）今年以来，蓬莱

镇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

打造美好乡村。

宣传教育提素质。通过宣传标语、宣传栏、农

村广播等丰富载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

讲文明、树新风内容，大力弘扬党的十九大精神，

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培树典型立标杆。加大先进典型和身边好人

的发掘，积极推动文明家庭、致富能手、身边好人

等评选工作，充分发挥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引

领示范作用。

文化惠民暖人心。以村为单位建立文化志愿

者服务队，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主体文化活

动，大力推进文化、科技、法律、卫生等进村组、进

农户，树文明新风。

夯实基础强阵地。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

参照文明村建设标准，高标准建成了一批村级便

民服务中心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夯实了精

神文明建设阵地。

县纪委信访举报“三举措”促“四降”

县规划局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 象山镇创新河道治理工作

提高打捞效果 净化河道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