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

进街安委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3·21”爆炸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前进街道3月中下旬集中

进行危险化学品“打非治违”专项执法

行动。

领导带队， 重点抽查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3月25日下午，前进街道办事处主任

唐德成、街武装部部长张耀荣带领街安

监中队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大检

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行动中，前进街共出动16人次，重点

抽查了3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九丰

加气站。 主要检查了企业危险化学品经

营购销台账资料、客户资质、从业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等情况，

检查中暂未发现明显安全隐患。

唐德成在发言中对企业负责人提

出以下要求：一是深刻吸取江苏省盐城

市响水“3·21”爆炸事故教训，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是加强风险点、

危险源管控， 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三是不得在办公场所存放危险化学品

样品，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四是加

强对运输司机和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

培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员全岗

全覆盖，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确保经营

安全。

最后， 唐德成要求前进街安监中队

要对辖区重点行业领域加大安全检查力

度，全面排查、不留死角，确实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不留盲点，坚持“零容忍”，保

持高压态势，加大监管执法查处力度，严

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以强有

力的手段督促企业落实。

夜间执法，突击检查非法运输现象

3月22日晚上，为认真贯彻落实天河

区危险化学品打非治违工作部署， 前进

街安监中队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打非

治违” 专项整治夜间执法行动。 行动共

出动执法人员9人，执法车辆2辆。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突击检查了黄埔

大道东仓库、 木材公司、 莲溪南路共 3

个区域。 经检查， 暂未发现辖内存在非

法运输储存危险化学品、 “野鸡加油

车” 现象， 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要求

各企业要深刻汲取江苏盐城响水“3·

21” 特别重大事故教训， 严格按照“五

落实五到位” 的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严禁非

法储运危险化学品， 严防危化品安全事

故发生。

前进街将继续开展危险化学品“打

非治违”专项整治夜间执法行动，坚决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

使用危险化学品行为， 确保辖内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前进小学前违法用地被

拆除。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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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街开展危险化学品专项执法行动

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前进街道开展危险化学品“打非治违”专项执法行动。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

进街消安办）

为扎实做好消防安保工作，

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和重特大

火灾事故，全力确保前进街消防安全形

势平稳，前进街道开展了社会面火灾防

控工作。

召开部署会议， 认真落实社会

面火灾防控工作

前进街领导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及

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明确工作细分和

落实责任到人，要求街消安委各成员单

位要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政治敏锐

性和工作责任感，克服麻痹思想；要求各

社区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研判会议， 针对

本社区高风险、危险源场所，结合火灾防

控工作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彻

查和整改消防安全隐患；督促社会各单

位要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消防安全大

检查和普遍开展消防培训和疏散演练；

落实各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

加强联查机制，落实群防群治措施。

加强联合检查， 开展火灾高风

险区域场所排查整治

前进街对研判会议中找出的最不放

心的区域、最不放心的场所，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以“零容忍”的态度，加强排查

整治。 3 月，前进街共出动了 563 人次，

检查大型商业综合体场所 2 家， 发现隐

患 0 处，整改隐患 0 处；检查施工工地 2

家，发现隐患 3 处，整改隐患 3 处；检查

人员密集场所 13 家， 发现隐患 1 处，整

改隐患 1 处；检查文物古建筑 2 家，发现

隐患 0 处，整改隐患 0 处；检查住宅小区

34 次，发现隐患 3 处，整改隐患 3 处；检

查中小学校 5 家，发现隐患 0 处，整改隐

患 0 处；检查公共娱乐场所 5 家，发现隐

患 0 处， 整改隐患 0 处； 检查三小场所

630 家， 发现隐患 99 处， 整改隐患 87

处，搬离违规住宿人数 5 人，清理电动自

行车数量 3 辆；检查二合一、三合一场所

49 家，发现隐患 43 处，整改隐患 31 处，

搬离违规住宿人数 12 人，清理电动自行

车数量 17 辆。共发出告知通知书 97 份，

限期整改通知书 12 份。

通过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全民消

防安全宣传热潮

前进街结合春季火灾特点， 通过微

信转发、入门上访、社区活动、张贴海报、

电子显示屏播放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

和普及用火用电安全常识和火场逃生自

救知识， 要求辖区内人员密集场所做好

消防安全“三提示”工作，督促宾馆饭店、

商场市场和公共娱乐场所落实员工“一

懂三会”要求，同时结合春节以来发生的

火灾事故，吸取教训，剖析隐患并开展警

示教育。 3 月，前进街播送消防常识或安

全提示不少于 20 条，社区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活动 10 次，派发宣传单 1000 余张，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15 次，开展节后复产

复工、开学“同堂听课”7 次。

前进街积极做好火灾防控工作

以“零容忍”态度加强排查整治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

员 罗志标）

3 月 13 日，根据市、区

关于开展“大棚房”的工作要求，

按照前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部

署， 执法队积极配合区国土资源

和规划局， 对辖区前进小学对面

七社地块历史违法建设进行拆

除。

前进街道办事处对此次拆违

任务高度重视， 街道办分管领导

鄢程副主任多次组织各街属职能

部门及村社负责人召开现场协调

会， 部署拆违工作， 明确整治标

准。 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0 人次， 拆违施工人员 30 人次，

勾机 1 台，共拆除违法建设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前进小学对面七社

地块违建被拆除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

员 前进街综治科）

东风送暖，春回

大地。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

理，落实安全检查责任。 3 月 12 日

上午，前进街综治科联合派出所人

员，对辖内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开展

安保检查行动。

在本次行动中，检查员认真细

致地落实检查工作， 做好登记，对

需要整改的学校提出整改要求，并

向学校相关负责人强调重视和加

强校园安保工作的重要性。 同时，

加强风险防控意识，及时发现并做

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做到早发

现、早改善，确保教学工作安全有

序地进行。

前进街开展校园

安保检查行动

前进街积极做好火灾防控工作，全

力确保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通讯员供图

前进街对辖内中小学以及幼

儿园开展安保检查行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