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蹚新路

织大网

守底线

—— 蒲 县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综 述
为
“应急体系”编织一张大网

县委书记薛凤奎在昌平大街棚户区改造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县委副书记、
县长杨晓舟在黑龙关煤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近年来，蒲县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预
见性、整体性、实效性，努力探索出一条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依法治理的现代化路径。
今年，围绕“十四五”开局之年，蒲县县委、县政府以发展的眼光
看问题，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捍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推
进“七化一体”建设，引深“12453”工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最严
肃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切实抓牢安全生产。
近年来，蒲县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作为重要目标，把推进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零事故”单位创建作为重要抓手，深化源头
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增强应急响应和救
援能力，努力减少一般事故，有效遏制较大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事
故，有力应对处置各类事故，为推动蒲县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
安全保障。

为
“本质安全”蹚出一条新路
出动检查组 6097 个，检查企业 6365 家，查出一般隐患 14206 条，
重大隐患 7 条，整改 13779 条，整改率 97%，限期整改企业 933 家，停
产整顿 73 家，行政处罚 1003.25 万元，关闭取缔 3 家，
“ 黑名单”联合惩
戒 1 家……一组组数据可以大致勾勒出今年蒲县安全工作的轮廓，
同时也彰显了该县筑牢安全基础的决心。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是当下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推进这项工作持续开展，该县把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作为三年行动的首要任务；把企业的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放在第一任务，推动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责任落实
到位；对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确保落实治
理消除隐患实施目标到位、措施到位、时间到位、资金到位、责任人到
位；从排查治理的风险隐患中把握规律特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
制度。
在 具 体 落 实 中 ，该 县 以“ 三 个 抓 手 ”全 力 推 进 ：深 入 推 广 煤 矿
“12453”工程，即实现“本质安全”一个目标，夯实“岗位作业流程标准
化和班组建设”两大基础，筑牢“清环境、清责任、清设施、清流程”四
清理念，打造“例会、看板、案例分析、现场精细化管理、金牌员工”五
大平台，达到安全管理“零缺位”、隐患治理“零容忍”、安全生产“零
事 故 ”三 个 确 保 ；针 对“小、散、乱 ”企 业 推 广 洗（选）煤“136”工 作 措
施，即树立一个标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三个帮扶，做到行
业部门专业帮、企业之间相互帮、技术咨询专家帮，强化六个治理，治
理安全责任体系不建立、不健全的问题，治理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不详细、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治理安全教育培训不扎实、不深入的
问题，治理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和班组建设不开展、不创建的问题，
治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开展、不彻底的问题，治理
安全生产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问题；各乡镇、村（社区）要开展“全
社会、全覆盖、全员、无事故”综合减灾示范创建工作，牢固树立风险
管理和综合减灾理念，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求，不断提升乡镇、
村（社区）综合减灾能力，提高村民、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
能，促进乡镇、村（社区）安全、稳定、和谐，达到“三全一无”。

安全是一个复杂又系统的问题，特别是类似地震、水灾、流行病、重
大火灾爆炸、特大交通事故、大规模恐袭等，没有强有力机构的指挥和
系统处置，是很难在极短时间内达到相对较佳效果的。组建一张应急体
系大网，可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整合优化应
急力量和资源，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
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发挥更大的国家功能作用。
近年来，蒲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防灾减灾
救灾、安全生产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训词精神，深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
实践者，
一心一意去坚守，
一言一行去诠释。
在行动落实上，始终“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安全底线！这是
我们工作的职责，我们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高于一
切的位置，始终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以对群众生命安全极
端负责的态度，自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蒲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说，
深入开展“七化一体”建设，全力为蒲县“应急体系”编织一张大网，真正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七化一体”建设中，蒲县首先贯彻重要论述自觉化，始终以“五
个深化”强化思想自觉，以深化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信心；以深化学习筑牢初心使命，永葆公仆之心、奋斗之心，真心实意
为群众谋福祉，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业绩；
以深化学习推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发扬斗争精神，练就过硬本
领；以深化学习锤炼过硬作风，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
把精力放到抓落实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深化学习涵养
清廉本色，
严守党章党规党纪，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在应急管理“四全化”上，该县坚持应急管理全过程，即围绕事故与
自然灾害生命周期，以建立应急管理体系为目标，扎实推进预防、准备、
响应和恢复“四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管理；坚持应急管理全覆盖，即对各
类事故灾害、监督管理、优化服务进行全覆盖；坚持应急管理全天候，即
做到应急值守、应急指挥、应急救援全天候；坚持应急管理全员化，即推
进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全民动员、协调联动的应急管理工
作格局。
在风险防控网格化上，该县积极构建风险防范网格，按照“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科学划
定各级、各部门、各村组和生产经营单位的风险防范责任，做到定人、定
岗、定责，形成全覆盖、无缝隙立体责任体系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管
控责任体系。每级网格在本行业领域、本辖区内再制定相应的网格，做
到定人、定岗、定责，形成大网套小网、小网织大网、自上而下的风险防
范网格体系。加强本网格内群众的教育引导，推动群众参与治理和监
督，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在履职尽责清单化上，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明确了“四
大班子领导干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检查六项清单、四项要求”。同时，
要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定期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解决安全生产重
大问题。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的原则，建立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构建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作、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工作格
局。企业要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法》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安全生产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法定代
表和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层层建
立并落实企业第一责任人、车间、班组、一线岗位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
责任清单，切实把安全责任“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记在心上、落实在行
动上”，
形成了全员安全责任体系。
在三基建设规范化上，扎实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坚持各级领导班子
理论学习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制度，依托党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机
构，举办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提高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应急管理水平和
能力。深入推进“清单化”管理，严格落实“问题整改、挂牌督办、追责问
责、联合惩戒”四单制度，逐步形成一个“明责、知责、履责、尽责、问责”
的责任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保障制度，保障公共安全
隐患和灾害治理、应急管理工程和安全监管设备装备、宣传教育培训和
信息化建设。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装备，引导高风险企业开
展安全技术改造和工艺设备更新，继续在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
等高危行业开展“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示范创建工
作。
在双重预防机制化上，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工作要求，加快建立重点行业领域危险有
害因素辨识标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办法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按照“全面排查、科学评估、自主分级、分类
管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差异化、动态化管控。健全“专家查隐患、
企业抓整改、部门抓监管、政府抓督查”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认真
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实现隐患排查、登记、上报、监控、整改、评价、
销号、统计、检查和考核的隐患排查治理闭环化管理体系。实行台账式
管理，对各级各部门排查检查出的隐患，一律逐条登记，确定专人督促
企业整改落实，
强化过程管控。
在监督问责常态化上，一方面加强巡查约谈工作，县安委办坚持问
题导向，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与“巡查、检查、反馈、通报、处罚、督办”
为一体，真正发现突出问题，真正解决难点问题，真正教育触动一批，真
正严打重处一批，真正严肃问责一批，做到“及时向被检查单位反馈、及
时约谈相关责任人、及时通报、及时曝光、及时督办、及时处罚、及时杀
回马枪、及时消除隐患”八个及时，不断压实安全责任。另一方面强化安
全生产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兑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
把考核作为塑造治理好安全生产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强化过程控制、
力推工作落实，实行“过程加结果”的“季度考核、专项行动、信息报送、
综合管理、年终目标”百分制工作考核管理。县安委办每季度向县委组
织部上报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考核结果作为评价乡镇党委、
政府及县直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依据，作为干部选拔
任用、培训教育、评优评先、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为
“安居乐业”守住一条底线
在蒲县，煤矿是个特殊行业，危险性大，易发生安全事故，瓦斯、煤尘、水害、顶
板、火灾等，
时刻威胁煤矿矿工的生命安全。
蒲县应急管理局一位分管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负责人说，消除隐患，首先要
消除“人”的隐患。据了解，面对疫情防控的特殊性，蒲县应急管理局联合蒲县煤炭
技术培训中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通过线上学习平台，采用讲师录播形式，
对煤矿企业进行了全员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了企业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
谈及煤矿安全生产，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矿长田龙
表示，煤矿之所以会发生事故，除了存在客观因素外，最主要是人为原因，员工安
全意识淡薄、煤矿管理不到位、忽视细节管理，
这些都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据田龙介绍，目前，在蒲县应急管理局监督指导下，煤矿 110 个工种的岗位作
业流程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抓手，每一项工程从矿井到现场，所有的制度措施都有
人去抓、去管，人、机、物、环、管等方面不安全因素始终处于有效控制状态，生产能
力、安全保障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实现了思想无懈怠、操作无差错、设备无隐患、
质量无缺陷、程序无漏洞、环境无盲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各类事故的发生，
“12453”工程实施两年来，成绩有目共睹，效果实实在在，如今的伊田煤业，通过不
断持续深化落实“12453”工程，构建成立了班组指挥调度平台及考核体系，推动引
领了企业一系列的管理变革，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角落影响改变着每一位伊田
人。
“12453”工程就像一颗种子，播撒在伊田的每一寸土地上，在职工间落地生根、
持续巩固。
上述的一个例子，只是蒲县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一个缩影。对症下药、严防死
守、全面管控，这些手段是该县应急管理队伍的“拿手好戏”！但想要把这手“绝活”
贯彻落实下去，
蒲县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自 2019 年 8 月起，为了加强蒲县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使全县安全生产监管无盲区，责任落实全覆盖，防止和减
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县安委办在蒲政发［2017］3 号文
件全县安委会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基础上，根据蒲县机构改革工作方案，结合全
县安全生产实际，经县政府同意，制定出台了《全县安委会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的通
知》，安委会成员单位由原来的 47 个减少到现在的 34 个。2021 年，该县根据省、市
《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以蒲县县委、县政府文件出台了《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
明确了 41 个部门的行业安全监管、行业安全管理职责，对全县 96 个行业领域实施
安全监管和安全管理，
做到了“全覆盖”。
职责调整后，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立即组织学习，对照职责分工，逐项、逐条、逐
字进行分析研究。各乡镇、社区、县直有关部门根据职责调整，建立了职责清单，确
定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确保各项工作职责落实到位，同时对职责进行
了细化量化，建立健全本乡镇、社区、本部门安全生产网格图，切实把职责层层分
解到岗到人。
“要不断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预见性、整体性、实效性，努力探索出一条源头
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现代化路径。”蒲县县委书记薛凤奎在安全
生产专题党课中说，这既代表了该县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指明了该县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目标方向。
“安全，是家园幸福生活最基本的保障，要让安全生产、安全工作切实落到实
处，把一切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蒲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晓舟在检查全县
安全工作时强调。
“要牢牢抓住责任落实这个
‘牛鼻子’
，
确保安全生产每个环节都有人管、
每个节点
都管到位，
要真正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从
‘要我安全’
向
‘我要安全’
的转变。
”蒲县县委
常委、
副县长邱波在安全生产调研工作时多次强调。
这些铿锵有力的声音，明确了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态度，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蒲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不断深化对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
善安全生产制度机制，以创新思维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守护着百姓的安
居乐业，
为打造“本质安全蒲县”
蹚出一条新路。

县委常委、
副县长邱波在蒲城镇检查城镇燃气安全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
田煤业有限公司下井工人
按照“12453”工程严格规范
入井流程列队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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