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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个至上” 抓好风险防范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开展安全风险防范大讨论活动
袁茂华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
户端首席记者 邹鹏飞 文 / 图
抓好抓实安全风险防范， 是确保
生产安全的关键。 安全风险怎么
防、怎么抓？ 日前，南昌市应急管
理局开展了安全风险防范大讨论
活动， 该局干部职工以推动安全
风险防范工作为主题畅所欲言，
一致认为必须坚持“两个至上”，
增强责任意识， 以实实在在的行
动推动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奠定安全发展的坚实基础。
“增 强 各 级 各 部 门 的 责 任
感 、 使 命 感 ， 强 化‘时 时 放 心 不
下’的理念很重要，必须按照新
安法的要求，全面落实党政领导
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
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市安委办
主任、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吴志强说。 为传导责任与压
力，市安委办定期将各级各部门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 进
行点名通报， 表扬做得好的、批
评做得差的。 如今，各地各部门
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得 到 提
高，对安全生产的责任落实更为
到位，对汲取各地生产安全事故
的教训更为深刻。
今年以来， 市应急管理局牵
头组织全市合用场所排查整治工
作，整治专班深入县区开展督查，
针对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市
应急管理局防火科科长、 市合用
场所集中整治专班工作组长何云

说：“我们开展合用场所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 就是围绕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通过上下联动，切实消除
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 ”
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科科
长张文涛认为， 安全生产需要全
市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我们发
挥市安委办的作用，督促 13 个专
业委员会牵头单位认真履行行业
监管职责，按照‘零死角、无盲区’
的要求， 抓好道路交通、 城镇燃
气、自建房屋、特种设备、消防、校
园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市
领导带队督查， 有利于督促各级
各部门靠前行动、积极作为，共同
把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好。 ”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吴
堃认为，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需
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我们一
方面要加大‘四不两直’检查的
频次，对违法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从重从严从快处罚，加大联合惩
戒、公开曝光力度，让违法行为
付出代价。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
企业的宣传、学习、培训和教育，
让企业真正认识到‘安全是最大
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浪费’，让
企业自觉开展风险隐 患 自 查 自
改，自觉落实‘五个一’等要求，
真正实现‘不安全不生产’。 此
前，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举
行的‘我为安全生产来代言’活
动，各县区各部门举行的‘公开
课’、约谈等，都是为了督促企业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落实安全生产， 做到 思 想 上 重
视、行动上自觉。 ”
今年以来， 市应急管理局高
度重视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专门
对春节、 端午节等重要时间节点
的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进行部署，

开展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和危化
品、合用场所专项整治，加大了挂
点督导和重点督查力度， 开展了
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 等宣
传活动， 推动了安全风险防范有
序开展， 确保了全市安全生产形

式总体平稳。
下一步， 市应急管理局将把
安全风险防范融入到日常监管服
务工作中， 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和
化解风险隐患， 确保全市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向好。

【安全风险防范大家谈】

暑期防溺水
VR课程
来助力

全力防范安全风险
营造安全发展环境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志强
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市委、 市政
府的要求，聚焦“一枢纽四中心”
的发展定位和“两个大幅提升”的
目标要求， 坚定不移落实“强省
会”战略各项任务，以“打头阵、当
先锋、作表率”的雄心壮志，凝心
聚力、苦干实干，全力、全面、全速
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这
就对安全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要
求。 我们要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
意识和风险意识， 把抓好安全生
产作为对标看齐的“政治线”、人
民幸福的“生命线”、创新发展的
“保障线”，绷紧思想弦、压实责任
链、检查常态化、宣教全覆盖，全
力抓好安全风险防范、 推动安全
生产取得实效， 为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提供可靠有力的安全
保障。
绷紧思想弦， 安全生产怎么
重视都不为过。 通过重温《生命重
于泰山——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电视专题
片等， 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丰富
内涵， 更加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
对安全生产提出的更高要求，在
思想和灵魂深处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树立“安全生产怎么重视都
不为过”的理念。 正确认识安全生

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增强坐
不住的危机感、慢不得的紧迫感，
强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
毡的心态， 自觉把安全与发展统
筹起来， 树牢安全生产的红线意
识、底线思维，按照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
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
抓、其他领导分头抓，把安全生产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政策、资
金支持力度， 配齐配强一线安全
生产监管力量， 推动培养和引进
高素质的专业监管人才， 抓好有
利于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先进技
术、产品和系统的运用，促进我市
安全生产监管的基础更完善、保
障更有力。
压实责任链， 安全生产责任
必须落到实处。 安全生产是一个
全领域、全行业、全过程的系统性
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挑起“千斤
担”、共同画好“同心圆”、共同撑
起“安全伞”。 围绕落实落细党政
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
理责任，自觉强化“促一方发展、
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一
线督导检查巡察， 及时解决群众
最急需、最迫切的安全生产问题，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生产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各级安委办要发挥好
统筹协调职能， 督促各级各部门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围绕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一报告、
双签字” 制度和企业负责人履行
安全生产职责“十个一次”和企业
员工“五个一”活动落实，确保企
业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
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
急救援到位， 确保所有员工清楚
岗位安全风险、 熟悉安全操作流
程、知道安全避险要领，共同当好
各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
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检查常态化， 安全生产监管
做到从细从严。 执法检查，是确保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得
到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要
通过常态化的检查监管， 让生产
经营主体做到安全生产、 规范经
营。 围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巩固提升”攻坚战等要求，
突出重点时期、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以明察暗访、暗查暗访、夜查
夜访、 交叉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
检查； 对高危行业和近年来发生
过亡人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加密
检查的频次； 对重大违法违规生
产行为，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
司法等手段，用好“四个一律”“五
个一批”措施，强化“重典治乱”、
严格“行刑衔接”，该罚款的顶格

罚款、该停业的立即停业、该关闭
的依法关闭、该曝光的公开曝光、
该联合惩戒的坚决惩戒、 该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的坚决移送， 绝不
姑息手软，形成有效震慑。
宣教全覆盖，安全生产工作
坚持全民参与。 安全生产与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通过
全覆盖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参
与安全生产共识。 要结合安全风
险防范大宣传大实践活动开展，
推动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纳 入
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党员干部培
训内容；用好各类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 大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
生活安全常识；利用“安全生产
月”活动等契机，深入开展安全
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
家庭， 增强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提升事故灾害应对和自救互 救
能力； 企业要通过班前提醒、班
组学习、警示教育、专题培训等，
让员工认识到重视安全生产 就
是关心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家 庭
幸福，自觉辨识岗位风险、严格
遵守安全规程，切实做到“无安
全不生产”；通过选树安全标兵、
开展安全生产竞赛等，弘扬健康
的企业安全文化，激发员工追求
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推动企业
实现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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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记者 邹鹏飞“夏天来了，同
学们都是怎样降暑呢？ ”“吃西
瓜、冰棒、吹空调，还有游泳。 ”
同学们抢答道……暑假临近，为
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预防
溺水事件的发生，6 月 21 日上
午， 东湖区扬子洲学校组织初
中部学生前往 VR 教室上了一
堂与众不同的防溺水安全知识
教育课。
学生们戴上 VR 眼镜后，以
第一视觉沉浸在虚拟场景中，学
习如何选择安全场地、如何施救
或自救，在身临其境的模拟体验
中学习正确自救和救人方式，掌
握相关技巧和知识。 体验结束
后，老师再次要求学生们要牢记
防溺水措施“六不准”、遇见溺水
如何施救、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操
作、如何自救等内容。
“通过这堂课， 让我真实感
受到溺水的可怕，明白安全的重
要性，虽然是虚拟体验，但溺水
的后果让我感到很害怕，我以后
绝不会私自下水游泳。 ”来自七
五班的熊子祺同学感慨道。
据了解，扬子洲学校作为东
湖区首批配套 VR 设备的学校，
也是该区首个开展 VR 防溺水
课程的学校。 接下来，学校将在
暑期前， 面对初中各年级学生
进行 VR 防溺水课程的普及和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