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河县住建局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八项活动”筑牢建筑领域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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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强

以活动促工作
以活动保安全

为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月”
活动，商河县住建局及时制定活
动方案，成立以局主要负责人为
组长、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
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
月”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住建
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组织实
施。活动期间，先后组织开展了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局级领
导带队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应急
救援演练、“安全生产月”咨询日、
建筑施工安全警示教育、观看《生
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和《红
线》警示教育片等一系列活动。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切实达到了以
活动促工作、以活动保安全的目
的，推动全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警示教育
活动。

6月1日，组织各项目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管理人员集中观看

《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6月
27日开始，陆续组织局中层干部
及各项目建设、施工、监理集中观
看《红线》警示教育片。通过重温
电视专题片和安全警示教育片，
有助于项目参建单位进一步树牢
安全发展理念，自觉践行“两个至
上”，增强“两个根本”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以实际行动抓好现
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把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落细落实。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仪式。

6月8日，商河县住建系统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
玖和府项目施工现场举行，县住建
局分管负责人、县应急局相关负责
人、工程质安中心相关负责人及部
分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主要
负责人等共计110余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济南一建集团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作为行业代表发
言；县住建局分管负责人对“安全
生产月”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要
求各项目参建单位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勇于当好第一责任人，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毫不松懈抓
好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随
后，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专题片

《生命重于泰山》、安全警示片《防
线》。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观摩了
高处坠落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开展各类安全专项督导检
查。

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工作要
求，开展了“端午节”期间、暑期汛
期等安全专项督导检查。6月12日，
县住建局局长苏平带队督导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参建单
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切实抓
好暑期汛期、起重机械、高处作业
等重点时期、重点部位的安全措施
落实，利用“晨会”抓好工人安全教
育，最大限度减少违章作业；同时
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扎实
开展好安全检查、应急演练、安全

教育等各项活动。端午假期期间，
县住建局副局长段玉山带队检查
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扬尘治理等
工作落实情况，局工程质安中心对
在建项目值班值守情况、危大工程
管控、高处作业、汛期安全、疫情防
控、扬尘治理等情况开展检查，针
对检查发现问题，责令施工单位整
改落实。

组织观看“安全生产月”云课
堂公开课。

6月10日，省应急管理厅联合
济南市应急管理局特别推出“安
全生产月”云课堂公开课，县住建
局及时组织各项目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管理人员观看。通过观看
云课堂公开课，进一步增强参建
单位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
感，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
落实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为一线作业人员
“送清凉保安全”

开展“送清凉保安全”活动。
6月16日，济南市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为确保建筑工地一线作业人
员的人身健康和安全，县住建局及
时做好安排部署，要求各工程项目
坚决做好各项防暑降温工作。6月17
日开始，县住建局积极组织各工程
项目向工人开展“送清凉保安全”活
动，在科学施工、合理安排工序、错
峰生产的同时，要求各施工企业购
置一批藿香正气水、矿泉水、西瓜等
防暑用品，及时发放至一线作业人
员手里。通过开展“送清凉保安全”
活动，在确保建筑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进一步增强了建筑工人的凝聚
力、向心力，激发了一线工人的爱岗
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组织开展“主要负责人讲安
全”活动。

6月17日，工程质安中心组织
全县工程项目开展“主要负责人
讲安全”活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以暑期汛期安全和高处作业安全
为主题，利用安全“晨会”、班前安
全交底等方式，对现场所有工人
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重点宣
讲了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
建筑施工安全工作要求，以及高

处作业“七个一律”安全防护要求
等内容。通过开展“主要负责人讲
安全”活动，进一步增强施工单位
抓好安全生产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强化项目管理人员和一线作
业人员的红线意识，营造人人重
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
围，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做好汛期和极端天气安全防
范工作。

一是先后印发了《关于开展全
县建筑施工领域防汛防台风安全
检查的通知》《关于组织开展建筑
施工防汛应急演练的通知》等通
知，及时向参建单位转发市、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和气象部门关于汛
情、雷电、强降雨的预警信息，督促
各项目提前做好应对防范措施。

二是扎实开展暑期汛期安全
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防汛队伍建
设情况、物资储备情况、应急预案
制定情况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等
内容，督促企业做好各项安全防
范措施，确保暑期汛期建筑施工
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

三是针对26日至27日出现的
强降雨天气，持续开展安全巡查，
重点检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排
水挡水等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各
项目参建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
雨天气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
深基坑和场地排水措施尤其是低
洼地带施工现场的排水措施，加
强对建筑起重设备、脚手架、临时
用电设施、办公、宿舍用临时板房
检查，落实好应急物资及人员准
备，雷电天气期间坚决停工。

严肃查处各类安全违法行为。
“安全生产月”期间，县住建

局持续组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检
查，重点检查深基坑、高支模、起
重机械等危大工程以及暑期汛
期、高处作业、消防等关键部位和
重点环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80
余人次，检查项目60个次，查处各
类安全隐患310余处，责令限期整
改56个、停工整改4个，对6家企业
予以移交行政处罚。

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
力量。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诞辰101周年，商河县白
桥镇隆重举办“提境界、勇担
当、善作为”主题演讲比赛，镇
全体机关干部参加活动。

比赛现场，来自各部门的
20名年轻干部，以“提境界、勇
担当、善作为”为主题，结合基
层工作畅谈责任与梦想、初心
与使命、责任与担当，以《永葆
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在
基层扎根 在一线成长》《三
尺讲台守初心,立德树人勇担
当》等为题，充分展示了白桥
镇干部在时代的进程中开拓
创新、砥砺奋发的精神风貌和
责任担当。

精彩的演讲感染了在场
的评委和观众，现场掌声雷
动，气氛十分热烈。

现场评委从演讲内容、语

言表达、演讲效果、时间把握
及脱稿要求等方面对所有选
手进行打分，最终经过激烈的
角逐，比赛评选出了一等奖2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
秀奖10名。

白桥镇党委书记苏兴方
表示，此次演讲活动展现了白
桥镇人民政府青年干部的风
采，极大地激发了全镇党员干
部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政
治自觉，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崇高精
神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
秀品质。希望青年干部在今后
的工作中不断学习、提升自
我、做好自我，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以更高的标准、更扎
实的作风，为白桥镇的未来努
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通讯员 范鹏）

为进一步加强化妆品安全
科普宣传工作，提升公众对化妆
品，尤其是儿童化妆品安全的认
知水平，引导化妆品经营企业落
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日前，商
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以“安全
用妆，携手‘童’行”为主题的化
妆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以儿童化妆品相
关法规和“小金盾”标识为宣传
重点，加强儿童化妆品安全和合
理使用的宣传，重点科普儿童的
皮肤特点、儿童化妆品的选择和
使用知识。通过在商场超市、村

镇集市等公共场所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现场咨询，以及将科普
宣传信息转发微信群和朋友圈
等方式普及化妆品安全知识，扩
大公众化妆品知识知晓率和发
生不良反应上报的参与率。

工作人员还深入化妆品经
营单位，向化妆品经营者宣传化
妆品安全的重要性，讲解《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儿童化妆品
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要求化
妆品经营者加强法律法规学习，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从
源头上保障化妆品的质量安全。

本次活动共发放化妆品知
识宣传手册300份，接受群众咨
询126人次。下一步，商河县市场
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科
普宣传，坚持检查与宣传同行、
执法与普法并进，维护化妆品市
场的良好秩序，保障人民用妆安
全。 （通讯员 李雪晴）

2022年“安全生产
月”活动期间，商河县
住建局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十五条措施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
产“八抓二十项”创新
举措，紧紧围绕“遵守
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责任人”主题，进一步
增强住建领域全员安
全生产意识，提升人员
安全素质，推动企业项
目严格安全管理，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为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
稳定的安全环境。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检查与宣传，保障群众用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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