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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讯 双重预防体系是
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源头
管控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本质
安全的总抓手。近年来，淄博高
新区积极在规模以上行业企业
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并取得
明显成效，促进了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好转。为全面深化微型
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淄博
高新区出台微型企业双重预防
体系“123”工作法、安全“四色
图”、发放百万元“安全券”等措
施，优化该区安全发展环境，推
动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双重
预防机制。

在淄博高新区，规模以上
行业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已
初见成效，该区800余家微型企
业的双重预防体系亟待建立。
针对微型企业规模小、工序简
单、人员少的特点，本着“简单、
易行、实用、管用”的原则，淄博
高新区出台了微型企业双重预
防体系“123”工作法。

同时，为引导和鼓励企业
加大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资金
投入，淄博高新区出台《淄博
高新区“安全券”使用管理办
法》，希望借该制度鼓励企业

使用“安全券”去购买安全检
查、安全检测、安全培训等相
关服务，增强其在安全投入的
自觉性。

此外，自2016年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启动以来，淄博高新区
按照“关口前移、精准监管、源
头治理、科学预防”要求，各项
工作任务如期推进，现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为使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工作落地生根，淄博高
新区坚持“抓一把手，一把手
抓”，召开145家企业“一把手”工
作会议13次，与25家区级标杆企
业“一把手”签订双重预防体系
目标责任书。该区还将145家重
点企业，按照行业类别分成化
工医药组、轻工组等17个互助帮
扶组。同时，确定不同类型的创
建企业21家，由全局19名干部挂
包，挂包干部通过对企业双重
预防体系创建工作全程参与。
截至目前，辖区内规模以上企
业全部完成了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并持续有效运行，连续十三
年未发生较大或有影响的生产
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

(崔艳)

淄博高新区：

创新出台微型企业“123”工作法
打出安全生产“组合拳”

寒潮今又至，“雪姑娘”趁雾来
降温幅度达10℃左右，市民注意保暖也要注意出行安全

本报淄博1月6日讯 (记者
赵原雪) 自暴雪昨日“爽约”后，
下不下？什么时候下？便一直牵动
着淄博市民的心。6日，记者从山
东省气象局发布的信息中获悉，6
日夜间至7日，淄博将迎来大到暴
雪、局部大暴雪天气。

6日上午，受大雾与雨雪天气
同时影响，淄博呈现出一片“烟雨
迷蒙”的景象。“今天从早上开始就
一直下雨，而且还出现了大雾，道

路十分湿滑，我们开车都十分小
心。”张店主城区的胡先生告诉记
者。

记者了解到，除了降雪天气
外，淄博气温也呈大幅度下降趋
势，6日，淄博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
色预警信号，受气旋和冷空气的共
同影响，淄博将出现大风降温天
气，预计6日夜间至7日，风力较大，
北风逐渐增强到4～5级阵风7级，
同时气温将明显下降，8日至9日早

晨，最低气温达到-9～-11℃，降温
幅度达10℃左右。此外，山东省气
象台也于6日9时50分发布大雾黄
色预警信号，预计淄博地区的浓雾
还将持续。且此次降雪程度强度
大，范围广，部分地区积雪深，道路
结冰明显，市民出行注意安全。

同时，对于未来几天的天气
情况，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市民：降温天气一定注意做好保
暖措施，防止感冒。

本报淄博1月6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宗禾）1月6日下午，
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齐
盛国际宾馆会议中心大会堂胜利
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江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执
行主席尚龙江、马晓磊、刘曙光、许
建国、王法亮、王树槐、翟乃翠、祁
连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于海田、
丛锡钢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尚龙江主持会议。

在闭幕式前，大会以投票的
方式，选举产生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三名。

大会表决通过了市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名单；表决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淄博市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
年计划的决议；关于淄博市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
决议；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市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补选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面向宪法宣誓。

大会宣读了关于对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活动表现突出的单位
和基层一线人大代表进行表扬的
通报。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江敦
涛讲话。他说，淄博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经完成
各项议程。会议期间，各位代表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
依法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
商发展大计，审议通过了政府工
作报告及其它各项报告，顺利完
成了选举任务，确定了今年全市
发展的目标举措，会议开得很成
功，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

江敦涛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淄博凤凰涅 、加速崛
起的关键一年。全市各级人大组织
和全体人大代表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继续发挥优良传统，拿出勇
气、拿出担当、拿出行动、拿出作
为，争做拼搏实干、奔跑在前的奋
斗者，为把淄博建设成为务实开
放、品质活力、生态和谐的现代化
组群式大城市，实现淄博凤凰涅

、加速崛起作出新贡献。
江敦涛强调，争做拼搏实干、

奔跑在前的奋斗者，就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在旗帜鲜明讲政治
上展现新担当，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奋力落
实好本次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争做拼搏实干、奔跑在前的奋
斗者，就要坚定不移以思想“破冰”
实现行动“突围”，在紧跟时代、转
变理念思路上展现新境界，强化全
球思维、世界眼光和机遇意识，强
化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理念，善
用市场力量、市场化思维来破解难
题、优化资源配置，用平台思维做
足高质量发展的乘法，用生态思维
优化营商环境，用“有解”思维突破
瓶颈制约，实现工作成效倍增效

应。争做拼搏实干、奔跑在前的奋
斗者，就要聚力实施产业赋能、科
教创新赋能、金融赋能、改革开放
赋能、文化赋能、生态赋能“六大赋
能行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
现新成效，多行督促落实之举，多
建突破发展之言，多献创新发展之
策，为淄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
力、注入新能量。争做拼搏实干、奔
跑在前的奋斗者，就要坚持共同家
园共同建，在合力建设现代化组群
式大城市上展现新行动，紧紧围绕

“打造公园城市、主城提质增容、全
域融合统筹、交通快速通达”，聚焦
重点精准发力，聚力短板攻坚突
破，合力提升淄博城市特色、城市
气质和城市品质。争做拼搏实干、
奔跑在前的奋斗者，就要以真挚的
为民情怀办实事，在推动保障和改
善民生上展现新作为，大力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带着真挚感情办好民

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让淄博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争做拼搏实干、奔跑在
前的奋斗者，就要万众一心加油
干，在挥洒汗水、走在前列中展现
新风采，带头躬身入局、攻坚破难，
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
坚决走出“舒适区”，强化“拼”“抢”
意识，拼理念、拼服务、拼环境、拼
能力、拼干劲，抢机遇、抢政策、抢
项目、抢人才、抢要素资源，用辛勤
汗水打拼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
和群众检验的新业绩。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还有：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人大代表
中担任过正市级领导职务的同志；
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担
任过市各大班子正厅级领导职务
的离退休老同志；部分驻淄省属企
业和省属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以
及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

淄博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江敦涛讲话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成效

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本报淄博1月6日讯（记者
樊舒瑜) 近日，为进一步规范学
校假期管理，指导学校加强师生
假期安全、学习、生活教育以及做
好春季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淄博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0年全市中小学寒假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区县和学校要
严格按照市教育局规定的时间执
行假期安排，不得推迟放假或提
前开学，寒假期间原则上不安排
返校日或返校活动。假期向学生
开放图书馆、阅览室、自习室、实
验室的高中学校，需明确开放时
间和管理规定，经学生、家长申
请，学校审核同意后开放给学生

使用。积极推进具备条件的学校
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促进全民
健身活动开展。

同时，本学期结束前，各学校
要对照学期工作目标，对学期工
作进行认真总结，并谋划好下一
学期工作。开展好假期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安排好教师假期学习
休息。各区县和学校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精神，充分保证教师假
期应有休息时间。更换教材版本
的学科，要组织教研员和学科教
师利用假期时间对下学期教材进
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前做好教学

准备。要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
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
见》、《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中小学教
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2018年修订)》以及上级关于严
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文件规
定，教育引导广大教师自觉抵
制有偿补课行为，遵纪守规，不
触底线、不碰红线。各区县和学
校要在媒体、网站发布治理有
偿补课政策措施，畅通和公开
治理有偿补课监督举报电话、
邮箱等。对有禁不止的学校、教
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依
规予以严肃处理。

淄博为中小学寒假安排上“金箍”，要求校图书馆等假期须向学生开放

学校不得推迟放假或提前开学

本报淄博1月6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宗禾）1月6

日，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
次会议通过《关于淄博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代表所提议案处理意见的
报告》。

截止1月5日上午10时 ,大
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1 0人以
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6 3件。其
中，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
27件 ,财政经济方面的19件，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7件 ,农
业与农村方面的4件 ,监察和司
法方面的3件 ,社会建设方面的
3件。议案内容涉及新旧动能
转换、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
生态环保、文化旅游、教育卫
生、民生保障、扶贫救济、城市
建设、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
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

这些议案充分体现了人
大代表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心关注，准确把握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符合市委实施高质量发
展“六大赋能行动”“八个聚焦
聚力”要求，对推动淄博凤凰
涅桑、加速崛起将产生积极作
用。

63件议案提交市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Y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