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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刊讯 2019 年，县应急管

理局在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

筑施工、交通运输、人员密集场所、

冶金、有色等重点行业领域，采取

多种行之有效的执法检查方式，始

终保持对安全生产各类非法违法

违规违章行为高压态势。1至 10

月份，全县共打击治理各类非法违

法违规违章行为 2067起，其中警

告285次，责令限期整改或停止违

法行为 1837起、责令停产停业停

止建设10家、关闭违法企业8家。

持续开展金属冶炼企业安全

专项整治，对全县 11家金属冶炼

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排查安全隐患

44条，立案查处1家，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2家，并引为典型分析普遍

存在，明确检查重点，解决铸造企

业“脏、乱、差”问题；深入推进粉尘

涉爆企业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检查

7 家家具制造企业，发现隐患 23

条，对1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

业下达现场处理措施，责令停产停

业整改；加大涉氨制冷企业安全专

项整治力度。对全县 7家涉氨制

冷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隐患33

条，均已下达责令整改指令，目前

隐患已整改完毕；强化有限空间企

业专项治理。重点对 2家造纸行

业和 4家一般企业内的有限空间

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32

条，对隐患整改不力的3家企业进

行行政处罚，共罚款5万元。

由于国家机构改革，原企业标

准化的创建标准和证书、牌匾的样

式与现机构不相符，经汇报协商，

决定暂停规模以下工贸企业标准

化创建工作，待新标准及新证书、

牌匾样式颁布后，再启动规模以下

工贸企业标准化创建工作。本着

为企业服务的原则，对急需标准化

证书的企业，经驻地人民政府的申

请，局领导批准，对 3家企业创建

标准化工作已于验收，公示。同

时，与企业积极沟通联系，对申请

创建企业耐心解释，避免企业因安

全标准化工作无法验收产生负面

情绪，造成不良影响。

针对全县非煤矿山的现状，制

定年度执法计划时，将非煤矿山企

业纳入执法计划中，并按照执法计

划的安排，对现有的1家采石场和

1家尾矿库开展执法，共发现安全

隐患9条，已全部整改完毕。按照

《肥东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集

中排查治理和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方案》的要求，分步骤、分阶段对非

煤矿山企业进行隐患排查，并督促

企业彻底整改。

（高自奎 本刊记者 李丽娟）

晨刊讯 12月 24日上午，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许高彬一行调研

大美肥东APP，并对东城文传公司

和肥东广电新媒体公司运营进行

实地调研，县委宣传部、东城文传

公司和肥东广电新媒体公司相关

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中，许高彬听取了两家公

司的汇报，特别是关于大美肥东

APP的管理方式、业务发展和下一

步规划等，对大美肥东APP上线以

来的发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对未

来发展前景寄予厚望。同时指出，

大美肥东APP与“幸福肥东”微信

公众号一样，都是肥东的官方新媒

体，要与两台一报等传统媒体共同

发展，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

互借势、融合发展。要加大工作推

进，做到立足肥东、服务社会、服务

民生、服务群众；加大监管力度，确

保党媒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县委宣

传部和两家公司都要做好支持和

服务，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政治站

位，增加新媒体发展文化内涵，体

现肥东创新和特色；加大学习力

度，让学习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命

线，接纳新事物、引领新发展、创新

新模式；加大合作力度，走出去、引

进来，让肥东的新媒体走到有肥东

人的地方，让肥东新媒体成为天南

海北了解肥东的渠道。

（彭红玲 本刊记者 顾雯鑫）

晨刊讯 12月25日，2019年度

县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县

消委会联席会议召开。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王书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县

领导黄本年、王伟程、刘珍出席会议。

会上通报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

产情况，并安排部署当前及下一阶段

安全生产工作。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调查报告解析视频。就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传达学

习贯彻和深刻领会此次会议精神，深

入分析各单位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

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

感，敬畏法律，尊崇制度，做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坚定践行者，以

更强的责任感、更加高压的工作姿态、

更加有力的工作措施，把安全生产工

作进一步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持

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

加强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防患于

未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把重点

放在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

和隐患排查治理上，及时发现和消除

事故隐患。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增强本领，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要认真落实党政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履行安全监

管职责，加强应急值守和有针对性的

建立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细化紧急情

况下的各项应急措施，坚持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人民群众

工作学习生活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本刊记者 王宇）

晨刊讯 12月 24日，安徽省食

品小作坊整治提升行动部署动员会

在肥东县召开。副县长黄本年等陪

同观摩。参会代表先后到桥头集合

肥壹碗面手工挂面厂、长临河镇郁云

水香农副产品体验店、永信酱料厂小

作坊进行现场观摩，实地查看小作坊

的生产加工场所、原辅料仓库、成品

仓库等，并详细了解食品加工生产工

艺、日常生产销售等，对肥东县在指

导小作坊加工场所的合理布局、改善

加工环境、卫生条件和建立各类台账

记录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姚本来 本刊记者 李丽娟）

晨刊讯 为加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近日，

县公安局举办人民警察荣誉仪

式，包含2019年新录用民警入

警宣誓仪式 、从警三十周年纪

念仪式、荣誉退休仪式。副县

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

珍参加仪式并讲话。

仪式在《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仪式中，全场人员在新录

用民警的领誓下，面向警徽一

起重温入警誓词；2019年度退

休民警向新录用民警进行庄严

的授旗仪式，从警三十周年民

警代表发言，深情回顾和总结

自己的从警历程。

即将过去的2019年，肥东

县公安局始终坚持“一个目标、

两个理念”总导向，以“科技强

警、开拓创新”为总基调，以“争

先进位”为奋斗目标，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为主线，

聚焦重点任务，创新工作举措，

狠抓推进落实，各项工作和队伍

建设均取得新的突破。广大民

警、辅警牢记从警誓言、不忘从

警初心，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总要求和“四个铁一般”标准，着

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东公 本刊记者 王凤莲）

为持续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农机手安全驾驶操作技能，近日，肥东县农机局组织

开展 2019年第四期农机驾驶人考试。通过严把考试关，紧抓农机安全生产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

农机手操作水平，维护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王杰 本刊记者 王凤莲 图

晨刊讯 在元旦、春节、“两

会”来临之际，肥东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加强对县内主要农

产品生产基地的抽检力度。

12月份以来，县检测中心在

辖区内随机选取14家瓜果蔬菜

生产企业，共抽检 6批次 402个

样品，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检测中

心在加强抽检工作的同时，加大

对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宣

传力度，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农药

安全间隔期规定，用实际行动切

实保障了“两节”“两会”期间农产

品质量安全。

（农技 本刊记者 王凤莲）

晨刊讯 为有效消除药品安

全隐患，保障2020年元旦、春节、

元宵节和全国两会期间等特殊时

段药品安全，日前，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全县范围内启动2020年

“药品安全春风行动”。此次专项

行动一直持续到 2020 年 3 月

底。该局将以旅游景区、城乡结

合部、农村地区为重点区域，以滋

补类中药饮片等节日热销品种，

感冒药、降压药、降糖药、消化系

统用药、急救药等常用药品，疫

苗、特殊药品、无菌和植入类医疗

器械等高风险产品为重点品种，

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涉嫌犯罪

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开展《药品管理

法》《疫苗管理法》普法宣传和药

品安全科普宣教，提高公众药品

安全法治意识和安全合理用药意

识，增强公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用药安全合法权益的能力。

（戎雪 本刊记者 李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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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人民警察荣誉仪式举行

农机驾驶人考试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

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

干部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以下

拟任人选进行公示：

卢广彬，男，汉族，1980年3月出

生，籍贯、出生地安徽淮南，大学学

历，现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部

部长，拟提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人选。

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请于2019

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3日向县

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口头或书面反

映（电话：67711201，0551-12380转

03；邮政编码：231600）。

中共肥东县委组织部
2019年12月26日

干部任前公示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