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月是全国第 18个安全生产月，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由危化品和化工企业引发的重特大事故频发，因此，今年安全生
产月的主题突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紧紧扭住危化品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这个重中之重。即日起，本报将推出《安全生
产月系列报道》，聚焦我市安全生产的总体形势、重点防范领域、重点举措、具有典型警示教育意义的安全生产案例及危化品、
防洪、地质灾害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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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5 月，全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起 数 和 死 亡 人 数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55.6% 、

38.9%。从目前情况看，我市已连续 16 年实

现重特大事故“零控制”，连续 28 个月未发

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

安全生产“隐患直击”
安全历来为头等大事，记者获悉，我市

应急管理部门全力组织排查隐患、督促隐患

整改、强化风险防控，持续保持安全生产高

压态势。

在全市范围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深

入排查重大安全隐患和危险源，对可能造成

群死群伤重特大事故的风险领域和环节进

行全面摸排评估，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

矢”。坚持督促企业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完善隐患排查台账，今年 1—5 月，全市

2155 家企业通过“自查、自报、自改”，排查

整改隐患 22796 条，对 12 处重大隐患公开曝

光，实行挂牌督办整治。

安全意识“落地生根”

安全生产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更

要防范于未然。

为强化风险防控，我市应急管理部门

加强风险评估，建立了安全风险档案和重大

危险源台账，定期组织召开风险分析防控会

议，按照 8 个区域、10 个类别、4 个等级加强

风险研判，在 120 家重点企业开展风险分级

管控试点，对首批排查出的 43 处重大风险

点，形成风险分布图并落实防范整改措施，

对 322 处较大以上风险点实行台账管理。

目前，在船山区已开展城市安全试点，

编制完成城市安全生产风险分布图和城市

安全白皮书。

安全举措“掷地有声”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以更坚决的态

度和“刨根问底”式的执法手段，开展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便是树牢红线

意识的最有效举措。记者获悉，市安办部署

了为期两年的危化品专项整治，对全市危险

化学品企业逐个检查，完善“一图一表”基

本信息；在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

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紧盯游乐场所安全、

建筑施工防坍塌、城市消防安全隐患等重点

环节（领域）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专项整治以来，全市共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问题 3208 项。

与此同时，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还制定

了安全生产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严格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从成都、重庆等地聘

请专家建立专家库，深入研究“问根式”执

法方式，对违法问题露头就打、绝不姑息。

据数据统计，今年 1-4 月，全市安全生产非

法 违 法 行 为 立 案 查 处 31 起 、同 比 增 长

14.9% ，处 罚 罚 款 153.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6.3%，约谈部门、企业和重点单位 55 家次。

市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我市各级各部门将持续从压实安全责任、

强化风险防控、整改问题隐患、创新监管手

段、重拳打非治违、坚持实战标准、提升应急

能力、夯实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入手扎实做

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我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前五月我市安全生产事故下降超五成
相关链接

把握汛期形势
全面备勤备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飞）6月 6 日，记

者获悉，汛期已至，我市各级各部门提前把

握汛期形势，全面备勤备战，确保安全度汛。

市应急管理局强化预警预防深入分析

2019“厄尔尼诺年”防灾减灾形势，强化应

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的

沟通联系，建立了自然灾害形势分析研判、

会商协调机制，形成 2019 年汛期自然灾害

风险分析报告，督促各级各部门针对性做

好防范。并强化排查整治，抓住水库、堤

防、泵站、在建涉水工程等重点部位，拉网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293 处，细化落实隐患

排查、监测值守等 18 项工作措施；由市纪

委监委、市委绩效办、市应急管理局组成 6
个工作组开展汛前大检查，采取突击检查、

抽查夜查方式发现问题 70 个，一对一“发

点球”至县（区）、园区、乡镇推进整改。同

时，全面总结应对“6·30”“9·10”等较大洪

灾的成功经验，强化应急备战，督促落实防

护措施，及时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对全市进

行普查摸底，全面掌握应急资源底数，确保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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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军、谭利君、冯云辉、贺琼梅：
我行与邓军、谭利君、冯云辉、贺琼梅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遂宁市安居

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文号（2015）安

居执字第 187 号】，就此造成上述被执行人

的信誉风险（征信不良记录等），遂宁农商

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遂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6日

18岁被拐41岁想回家
错把遂宁当叙永

6 月 1 日 14 时许，遂宁城北客运站保卫

科来电，有一名外省妇女在汽车站需要救

助。接警后，值班民警徐良带领辅警何居华

到场处警。到达现场后，民警询问这名妇女

是否需要帮助，但她操了一口地方方言，很

难听懂，最后勉强了解到她是从安徽来寻亲

的，从她出示的身份证和火车票显示，她叫

邓某某，今年 41 岁，安徽省人，5 月 31 日从

南京坐火车到遂宁火车站下车。随即民警

将其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在派出所，邓某某拿出在火车上列车长

给她写的一张纸，显示她原名叫罗某，原籍

“四川遂宁山盖子乡”，18 岁被卖到安徽，父

亲罗某全、母亲兰某花、哥哥罗某祥……

民警通过警综平台检索发现遂宁没有

符合条件的人，然后又检索全省的人员信

息，但是同名同姓的就有几百人，通过年龄

段筛选符合条件的人也很多，通过 3 个多小

时的查询均未取得进展，想通过当事人口中

得到更多有效信息，但是始终听不懂她说的

方言，叫她写字也不会写。

警校同学帮忙“翻译”
民警成功联系到女子家人

由于经长时核查无果，民警准备将其送

往救助站接受救助，但见其几千里寻亲未

果，民警徐良觉得不甘心，如果能听懂她的

方言，也许能帮助解决问题。

于是他向安徽阜阳籍的警校同学求助，

请他和邓某某通电话，询问家庭成员信息及

家庭住址等信息。

经过一番沟通得知，原来邓某某原名罗

某，泸州市叙永县人，在火车上列车长把她

说的叙永听成遂宁了，于是就叫她在遂宁下

车。

民警立即检索叙永籍叫罗某全的人，符

合条件的有 10 人，经过同户人员比对，最终

锁定叙永县叙永镇的罗某全一家可能是罗

某要找的亲人。

民警随即与罗某全一家取得联系，后经

过一些细节和视频通话，基本确定罗某就是

26 年前被拐走的女儿，罗某全一家喜出望

外，罗某的女儿马女士表示 6 月 2 日就到遂

宁来确认。

由于派出所条件有限，无法安置罗某，6
月 1 日晚上，民警请罗某吃了晚饭后，便将其

送至遂宁市救助站，等待其亲人的到来。

26年寻找从未间断
26年后终于一家团圆

6 月 2 日上午，罗某的女儿马女士携 4
位亲属一行赶至北固派出所，民警徐良又利

用休息时间带他们到遂宁市救助站将罗某

接回派出所，进行了身份核实和再次确认。

最终确定罗某就是他们苦苦找了 26 年的亲

人，家属顿时失声痛哭。家属紧紧的拉着民

警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据马女士介绍，母亲罗某实际上是 1976
年 1 月生，在自己不满 1 岁的时候，母亲被拐

走，家人当时报了案，也先后前往湖北、安徽

等地多次找寻但均未果，以为母亲已客死他

乡，现在家属已经放弃找人，但每当想起母

亲，外婆兰某花都十分难过，她常常说，希望

有生之年能见上母亲一面。

通过与罗某的交流，民警得知，在她 17
岁时，被人拐卖到山西，后又拐卖至安徽等

地，在当地已生育孩子，因为不堪忍受长期

遭受家暴，才于 5 月 31 日跑回四川寻亲。

（徐良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声 明

错把遂宁当叙永 被拐女回川寻亲下错站

多方查询 遂宁警察助她与家人团圆
女儿你在哪里？母亲你在哪里？这是埋藏在兰花和外孙女马

女士心中 26年的痛。日前，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北固派出所民警经
过不懈努力，于6月 1日成功为泸州市叙永县居民兰某花找到被拐
26年的女儿罗某，圆了老人20多年的梦。

“互联网+药具发放”工程
解决安全套发放最后一公里问题

为加快药具发放的数据化建设，增加药具

系统参与预防艾滋病工作能力，6 月 5 日，全市

药具管理与发放、药具防艾知识综合业务培训

在兴源大酒店举行。市卫生健康委相关科室

（疾控科、基层妇幼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市健康教育所、市计生协会负责人，（区）县、两

园区分管避孕药具领导、药具负责人、药具管理

员，计生协会，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避孕药具发放员等共 170 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技术人员详细介绍了如何采

集、上传药具发放点数据信息等内容。

四川省药管中心副主任肖兵要求，学员要

认真学习，药具发放点的数字信息要采集准确

详尽，尽快上传至电子地图数据中心，以期在

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电子地图导航。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书记夏军寄言培

训人员时说，要加强学习，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做

到标准化、规范化；做好服务保障；加强药具发放

的业务宣传，利用互联网，解决药具发放最后一

公里问题，以便把药具安全发放到群众手中。

省药管中心药具科段亚芬、省疾控中心性

艾所冯燎分别作了“药具管理与发放业务”“药

具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报告。

市药管中心主任蒋丽萍介绍，开展药具防

艾、“互联网+药具发放”信息化建设和药具管

理发放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免费药具管理与发

放工作水平，提升全市药具管理员的服务能

力 ,是目前药管中心的主要任务。她希望通过

“互联网+药具发放”工程，在全市范围内实现

免费药具规范、智能、高效的运作，切实解决群

众的迫切需求。

培训会上，还进行了生动有趣的现场有奖

问答。

与艾滋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么？

正确使用安全套是否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

播？免费避孕药具入库的时间是多少个工作

日？世界避孕日是哪一天？

……

问答现场气氛热烈，参培人员争先抢答，

有效检测了培训成果，提高了参培学员的知晓

率和参与率。

十年发放百万只安全套
预防艾滋成效显著

市药管中心从 2009 年开始陆续在全市投

放免费药具发放点，历经十年，一百万只安全

套免费发放到群众手里，为预防艾滋起到了有

效的干预作用。蒋丽萍表示，药具管理工作是

提高人民群众生殖健康水平和满足育龄群众

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是生殖保健、

预防艾滋的重要保障。

蒋丽萍认为，随着“互联网+药具发放”工

程的实施，免费药具的发放工作更信息化、专

业化、标准化，也会更加贴近群众、方便群众，

这将在预防性病、艾滋病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

作用。 （袁勋 廖学麟）

“互联网+药具发放”工程即将在我市实施

预防艾滋为健康“导航”
“我真想悄悄取一只安全套！”如果你想取一只安全套，但不知

道哪儿有免费发放设备，更不敢去问别人，是不是很尴尬？不用着
急，目前，遂宁市药具管理中心正在做“互联网+药具发放”这项为
健康导航的工程。

届时，进入手机微信公众号，打开“免费领取”，全市 1800 多个
免费药具网点，包括 170 多台免费药具高端智能发放机尽收眼底，
并为你寻找到最近的药具发放点，你只需刷第二代身份证，便可免
费取到药具。

社会传真

疯狂盗贼作案数十起落网
涉案金额高达 20万元

为赚钱，安居两名“瘾君子”干起了盗窃电

瓶车及电瓶的勾当，并在数月的时间里，疯狂作

案数十起。5 月 30 日，记者从安居区公安分局

凤凰派出所获悉，日前，经过缜密侦查，安居警

方成功侦破了两起系列盗窃案。

先是龚家湾小区杨姓居民电瓶车的电瓶被

盗；不久，相邻小区的 3 家住户的电瓶车也遭了

殃；随后，碧云南溪小区 5、6 户居民家的电瓶车

或电瓶车电瓶也遭了贼……据介绍，从去年 12
月开始，安居区辖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电瓶车、电

瓶车电瓶被盗案件。接到报警后，凤凰派出所

高度重视，一方面加大对街面的巡逻布控力度，

一面组织警力全力侦破该案。

“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专挑凌晨时分下

手，而且很多案发地点都没有监控。”据办案民

警介绍，通过调取多个案发地及周边的监控系

统，最终，民警掌握到了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彭

某某的信息。

“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两人合伙作案，但通

过 调 查 ，我 们 发 现 ，这 两 个 嫌 疑 人 是 各 自 作

案。”办案民警介绍说，锁定两名嫌疑人后，办

案民警立即行动，并先后将潘某某、彭某某抓

获，成功追回电瓶车内电瓶 86 对、三轮车 8 辆、

电瓶车 5 辆及现金 12250 元。

经查，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彭某某都是“瘾

君子”，2019 年 1 月份以来，潘某某、彭某某分别

在安居城区、安岳通贤等地多次盗窃电瓶车内

电瓶、三轮车及电瓶车。其中，潘某某作案 21
起，彭某某作案 16 起，涉案价值 20 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彭某某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遂宁、拉萨两地法院联手
追回一被执行车辆

“感谢蓬溪法院、拉萨城关法院千里追踪，

成功追回我的车。”近日，申请执行人陈某终于

领回了自己的“爱车”。

这辆车不是普通的车，而是一辆被执行

车，该车的背后，还有一段遂宁、拉萨两地法院

跨越千里执行的故事。原来，去年 12 月 21 日，

申请执行人陈某要求被执行人唐某华返还长期

被其占有的大众牌小汽车一辆。蓬溪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立案后，根据唐某华的户籍地和车辆

可能出现地，及时向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发出了

《协助查控函》，请求对唐某华和涉案标的车辆

进行“临控”，但由于该车辆行踪不定，被执行

人下落不明，案件的执行一度陷入困境。

“车就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某地！”

今年 4 月 10 日，执行法官杨学兵收到涉案车辆

的线索后，立即通过执行指挥中心向拉萨城关

区法院发出委托执行函。拉萨城关区法院接受

委托后，与申请执行人及时沟通、联系，几天

后，拉萨市城关区法院执行局干警拉巴就发来

追踪车辆的信息和照片。

“就是这辆车！太好了！”得到申请执行人

陈某的确认后，压在执行法官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地”了 !近日，陈某领回了自己的“爱车”。

（何佳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广告

民警助邓某某与家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