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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浩） 6月 21日，
市委书记闫晨曦深入市区部分液化气公
司、燃气公司、油库及村庄、社区等地督
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近期关于安全生产
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
政治责任，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维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市委常委、秘书长郭行杰，市委办
公室、市应急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城市
管理局及尧都区委、区政府负责人参加。

闫晨曦一行首先来到鸿安液化石油
气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安全规程穿上防
静电服，实地检查企业储存罐体安全防
护、钢瓶充装、残液处理、运输配送、设备
检修等安全生产情况。他要求企业把安
全生产作为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头等大
事来抓，落实好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牢牢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加强
全市液化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依法取缔非法液化气经营和供应站
点，确保人民群众用气安全。

东芦油库主要承担临汾石油分公司
17个县（市、区）加油站油品配送及发运
任务，1993年7月投入运营，年吞吐量约
50余万吨。闫晨曦走进视频监控室，察
看油罐区、出入口、装卸油等区域实时监
控画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
解管线设备检查、运输车辆管理、周边安
全防护、隐患防范重点等情况。闫晨曦强
调，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丝毫不得放松。要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处重
罚违规操作行为，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
抓在手上、落到实处，确保安全生产万无
一失。

在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屯里门
站，闫晨曦走进调度中心察看实时监控
系统运行、燃气管网建设及日常安全监
测情况，询问了解安全风险隐患和薄弱

环节。闫晨曦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之弦，严格按照燃气行业技术规范和标
准开展经营行为，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
节，采取更加有效的管控措施，不断提高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闫晨曦还深入段店乡西邓村和市委
东苑小区，进村入户察看“煤改气”使用
和老旧燃气管线改造情况，他叮嘱住户
要增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注意预防燃
气泄漏，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各
相关部门、企业要深入开展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排查整治，全面做好老旧管线排
查摸底，一旦发现隐患问题立即关停、紧
急处置。要加快制定城镇燃气老旧管线
更新改造计划，保障资金投入，加大推进
力度，确保燃气管网绝对安全。

闫晨曦强调，建党百年大庆在即，全
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
任感，从思想深处充分认识抓好安全生
产的极端重要性，把确保安全稳定这项
重要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以对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负责的态度，把

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牢、抓出实效。要
从严从细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盯紧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燃气管道、
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城乡建筑、地质灾
害、森林防火、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确
保把安全隐患整治到位、化解到位。要强
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压实责任链
条，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企业主体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为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闫晨曦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
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贾 聪） 近日，全市
营商环境专项巡察5个市委巡察组已经完
成对 17 个被巡察党组织的进驻。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曹晓亮，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振
旭，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分别
参加了被巡察党组织巡察进驻动员会议。

经市委批准，从2021年6月中旬至8月
下旬，市委5个巡察组对市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能
源局、市商务局等17个涉及营商环境工作
任务比较多的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察。

本轮巡察期间，专项巡察组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
习近平总书记“率先蹚出一条新路”要求
为指引，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省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四届九次
全会、市纪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市委创优营商环境的要求，紧扣我市优
化营商环境进程中的短板和弱项，聚焦

“放管服”改革部署要求，突出“专”的优
势，紧盯重点岗位和重点环节、重点人，深
入查找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党组织软弱涣散、“战
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和不正之风等方面的问题，推动解决优
化营商环境进程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各被巡察党组织表示，坚决服从市委
安排，积极主动向市委巡察组反映情况，
畅通渠道并鼓励支持党员干部群众反映
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优良的作风、最
严明的纪律全力支持市委巡察组开展工
作，切实把接受巡察监督转化为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转化为坚持不懈全
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担当，转化为推进高质
量转型发展的积极作为，扎实推动“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专项巡察
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有关营商环
境方面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党员干部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
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党组织和有关部
门认真处理。本轮巡察，市委专项巡察组工
作时间为70天左右，巡察期间设有专门联
系电话、巡察意见箱和专用邮政信箱，专项
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自2021年6月10日至
8月20日，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00-18:
00，欢迎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反映情况。

本报讯（记者 孙哲峰） 6月20日，
市政府就近期发生的典型事故，对隰县、
安泽县、汾西县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潘海燕出席约谈会并
讲话。

约谈会上，市安委办负责人通报了事

故有关情况；隰县、安泽县、汾西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分别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了表态发
言，分管负责人就相关事故作了检查发言。

潘海燕指出，近期接二连三发生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充分暴露出安全监管不到
位、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得力等突

出问题。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认真
分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把当前安全生产
工作抓紧抓好，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潘海燕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
势、提高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好近期国家、
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牢

牢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
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严格落实责
任，抓住关键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突出煤矿、非煤矿
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
域，狠抓安全生产领导责任、监管责任、主
体责任落实，强化督导检查；要以此次约
谈为契机，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按照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三个必须”原则，把安全
生产的责任扎扎实实落实到位，坚决确保

“七一”前后不发生任何事故，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哲峰） 6月20日，
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分析会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潘海燕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应急管理局、市能源局、临
汾煤监分局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
相关专家参加会议。

会上，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汇报了
当前煤矿安全生产有关情况；与会人结
合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就确保“七
一”前后煤矿安全生产进行分析交流，提
出了具体可操作性建议。

潘海燕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即，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是当前首要

的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职能
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周密安排部
署，齐抓共管，使监管监察形成合力；要坚
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摸
清煤矿底数，实施分类分级监管，进一步
提高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的科学性和精准
性；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解决监管
人员“最后一公里”问题，强化风险管控，
深化打非治违，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
法违法行为；要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研究拿出针对性的措施办法，确
保全市煤矿领域安全稳定。

全市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全部进驻 全市营商环境专项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第一专项
巡察组

组长 王俊生

巡察对象

联系电话

专用邮箱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能源局

18536709801

山西省临汾市1922号邮政信箱

齐抓共管 补齐短板 严防事故
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分析会召开

第二专项
巡察组

第三专项
巡察组

第四专项
巡察组

第五专项
巡察组

组长

巡察对象

联系电话

专用邮箱

组长

巡察对象

联系电话

专用邮箱

组长

巡察对象

联系电话

专用邮箱

组长

巡察对象

联系电话

专用邮箱

亢大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市促进外来投资局

18536709802

山西省临汾市1923号邮政信箱

史根源

市公安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城市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8536709803

山西省临汾市1924号邮政信箱

段雨浪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18536709804

山西省临汾市1925号邮政信箱

付玉奇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18536709805

山西省临汾市1926号邮政信箱

潘海燕在事故约谈会上要求

守住底线 扛起责任 确保安全

图为闫晨曦在东芦油库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玉萍 霍 壮） 6
月 21 日下午，就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小洪
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机关全体人
员讲授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国平、王金珍、张庚博、任天顺、冯建
宁、张学伟及秘书长参加学习。

陈小洪以“认清制度优势 坚定制度
自信”为题，从有关民主的固定思维、“自
由选举”的悖论、似是而非的谎言（一党
制无法保证政治清廉）、不少人迷信西方

“民主”、中国制度的优势五个方面，沿着
历史的脉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

陈小洪在讲课中指出，民主集中制
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

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党最
大的制度优势。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与集
中的关系，本质上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思想
文化和政治法律上的反映，是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联结枢纽。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证明，民主集中制
具有决策民主、决策共识、决策效率的优
势，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制度
具有极强的优越性和独创性。

陈小洪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要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
持政治定力，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
大，认真总结成绩，充分认识不足，学习
先进经验，加强探索研究，让祖国更强
大、人民更幸福。

列席市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的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室主任
及省、市人大代表等也聆听了党课。

认清制度优势 坚定制度自信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

“领航篇”

（见3版）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在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
联合媒体在清明节期间开展了“为烈士寻
亲”活动，公布了首批100位烈士的寻亲
信息，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其中，有一位翼
城籍革命烈士续延德备受翼城县社会各
界的关注，在相关部门和热心群众的共同
努力下，终于寻找到烈士的后人续忠章。

日前，在翼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积极协调帮助下，经过近6个小时车程，
续延德烈士家属前往陕西省眉县常兴镇
扶眉战役纪念馆祭奠英灵。

在扶眉战役纪念馆，大家迈着沉重
的脚步来到纪念碑前，集体肃立、默哀，

在深情的《献花曲》旋律中向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篮，并深深地三鞠躬。74岁的续
忠章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表达
对父亲和全体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
高敬意。随后，续忠章和家人一起到烈士
陵园为续延德烈士献上鲜花和祭品，倾
诉相思之情，讲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此告慰父辈在天之灵。

扶眉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
最大的一次战役，是在毛主席亲自部署
下，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率领第一野
战军和西北军区广大指战员与国民党胡
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一次大决战。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潘华玲） 6月21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翼城县委书记王渊赴
市金融办调研指导工作。市政府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王渊一行先后参观了市金融办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月宣传版面、了解了市金
融办办公条件和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并
在座谈会上详细听取相关汇报。

王渊强调，金融工作在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全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支

撑。市金融办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学
习，对标先进，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扎
实做好金融领域各项工作。要创新思
路，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
非法集资，加强金融服务，搞好银企对
接，规范地方金融机构管理，优化金融
环境，不断为全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
活力。要认真落实近期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风险防范和安全生产
的安排部署，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底线，
确保万无一失。

提高站位守底线 创新思路谋发展
王渊到市金融办调研指导工作

70年烟尘 追思中传承
——续延德烈士家属到陕西扶眉战役纪念馆祭奠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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