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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委会印发部门安全生产主要责任清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厘清综合监管部门、行业监管（管理）

部门和专项监管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压实部门责任，按照
省政府要求，省安委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印发《部门安
全生产主要责任清单》。

按照综合监管、行业监管（管理）和专项监管相结合的原
则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
要求，进一步明晰部门安全生产责任。

一、综合监管责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承担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

常工作，履行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
（一）推动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各项决策部署、工作措施；
（二）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查考核下级人民政府和本

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
（三）分析和预测安全生产形势，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重大

问题；
（四）发布安全生产信息，综合管理生产安全事故调度统

计、分析工作；
（五）抽查或检查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评估下级人民政府

或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情况；
（六）参与组织、指导和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及调

查处理工作；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的相关责任。

二、行业监管（管理）责任
各级交通、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应急管理、

商务、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水利、文化和旅游、教育、卫生
健康、民政、科技、能源、监狱管理、生态环境、粮食和物资储
备、体育、广播电视、铁路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
据《安全生产法》《吉林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吉林省委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以及“三定”规定，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
承担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直接监管（管理）责任。

（一）落实上级和同级党委、政府以及安委会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要求，结合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
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二）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行业（领域）发展规划，拟定
安全生产政策、行业规范和规程标准；

（三）贯彻落实《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
施细则》，推进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和监管队伍建设，建立安全
生产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四）以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重点，建立并落实安全
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

（五）负责组织对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
检查，督促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督促整改事故隐患；

（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督促本行业（领域）生产

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七）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研究解决本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八）依法开展涉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查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
（九）依法实施涉及安全生产的行政许可，并对许可事项

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十）从规划、规模、工艺技术设备、人员素质等方面严格

行业准入，强化源头治理；
（十一）鼓励和支持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淘汰落后工艺、材料和设备设施；
（十二）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参与或

者组织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进行监督检查；

（十三）受理安全生产举报投诉，进行事故统计；
（十四）开展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

作；
（十五）支持、配合综合监管部门和专项监管部门履行监

管责任；
（十六）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的相关责任。
三、专项监管责任
各级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公安交通管理、

消防救援、气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据《安全生产
法》《吉林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文件以及“三定”规定，承担管辖范围内的所
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专项监管责任。

（一）贯彻上级和同级党委、政府以及安委会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要求，拟定安全生产政策、行业规范和规程标准；

（二）推进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和监管队伍建设，落实《吉
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三）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性工作机制；

（四）依法组织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整改
事故隐患；

（五）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查处安全生产违
法违规行为；

（六）依法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并对许可事项进行事
中事后监管；

（七）从规划、规模、工艺技术设备、人员素质等方面严格
行业准入，淘汰落后工艺、材料和设备设施，严把审查、审批
关口；

（八）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参与或者组
织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对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九）组织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
的相关责任。 吉林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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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了解第一书记代言产品）

“杨书记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他心里装

着群众，群众的心里也有他。”“杨书记非常关

心老百姓，村里能有今天的变化，能有这样的

好日子，我很感谢他！”“杨书记工作思路非常

清晰，落实政策、推进工作从不走样，不打折

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干部群众口中的

杨书记，就是梨树县喇嘛甸镇党委书记杨威。

今年51岁的杨威已在乡镇工作了8年，先

后担任梨树县沈洋镇和喇嘛甸镇党委书记。

“脚底沾泥土，干事敢担当，工作讲门道，为民

有情怀”，这是群众对他的一致评价。

杨威充分发挥党组织书记主心骨作用，把

党建作为工作的总抓手，坚持党建引领发展理

念。2017年，为了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杨威亲自

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对多年来调出调入的党员

信息核对确认，高效完成了913名党员信息采

集入库工作。国庆节期间，又带领全镇干部放

弃休息时间，投资22万元高标准完成了村级党

组织规范化建设，落实离任村干部补贴97人。

近年来，喇嘛甸镇依托资源优势，在产业

发展上做文章，在种植业调整上下功夫，在棚

膜经济上打好“科技牌”“特色牌”“绿色牌”。如

今的喇嘛甸镇花果飘香，各项产业蓬勃发展，

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2017年初，在王家园子村21栋“土打墙”

暖棚小区种植反季节蔬菜成功的基础上，杨威

积极引导合作社全力推进暖棚小区建设，逐步

建成暖棚小区11个，新建暖棚130栋，新增暖

棚面积330.8亩。在建设暖棚小区缺乏资金

时，杨威先后50余次往返于各大银行、担保公

司，把自己的工资也作了抵押担保。棚膜经济

的发展将喇嘛甸镇打造成了四季果菜生产基

地。目前全镇共有温室加冷棚4300栋，占地约

5800亩，全镇棚膜经济每年收入1.5亿元。

杨威还引导全镇积极推进露地瓜果菜种

植，以高家村为核心发展胡萝卜种植和深加工

产业，种植面积达200公顷，产量达3000万斤，

深加工达2000万斤。牛家村、六家子村逐步发

展成为陆地蔬菜瓜果之村，目前全镇瓜果菜种

植面积接近总耕地面积的30%，成为乡村振兴

的产业龙头。

做强产业的同时，杨威带领全镇干部积极

招商引资，反复与企业洽谈，以情感人，用情引

商，吸引长春华大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2.5亿元，在喇嘛甸镇建设了生物质发电项

目；铁岭东大集团总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粮

食收储与种猪繁育项目。

“这几年，杨书记来了之后，村里变化太大

了，水泥路直通到家门口，我们也住上了新房

子。”王家园子村村民王建在原来的破瓦房住

了23年，现在住上了新房子，还将土地流转出

去发展产业，每年至少能收入5万元，另外在

棚膜园区务工每月可以挣2400元。

自担任党委书记以来，杨威始终把为群众

办实事当作工作重点，把群众满意不满意当作

衡量工作合不合格的标准之一，着力在改善人

居环境、修路、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带领村民

致富等老百姓最关心的事上下功夫。

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杨威向上争取落实投

资2000万元，完成昭苏台河左岸护岸5.5公里

河段治理。在村屯环境治理上，他带领广大干

部群众共清理434公里沿线垃圾，4190立方米，

粉刷树木6800棵；清理非正规垃圾点38处，清

除沿线14个村78处厕所，改造厕所500户，建

立畜禽粪污处理池42个，栽植花草1.2万棵。

争取了“千亿斤粮食项目”，投资910万元，完成

了一棵树村至六家子村14.4公里柏油路建设；

投资380万元，完成了六家村农村道路改造5.4

公里，喇嘛甸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让困难群众早日脱贫是全镇工作的核心。

2017年以来，喇嘛甸镇谋划产业分红项目4

个，高家村年产30吨果蔬项目、平岭村年产

300吨瓜菜项目年实现收益24.6万元，为贫困

户分红25万元。286户526人经过帮扶如期实

现脱贫，剩余104户204人将于2020年底全部

脱贫。全镇安全饮水和贫困户安全住房问题全

部得到解决。

“不用担心种植技术，瓜菜技术员随叫随

到；不用担心瓜菜销路，一个电话蔬菜购销商

订单成交。”喇嘛甸镇申染坊村村民吕艳玲谈

起今年收成合不拢嘴。申染坊村依托瓜菜种植

园区已经让整村退出了贫困村行列，贫困户依

托蔬菜种植不断走上致富路。

“当干部就要把我们的‘辛苦指数’实实在

在地变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杨威如是说。

让 农 民 的 钱 袋 子 鼓 起 来
——记梨树县喇嘛甸镇党委书记杨威

本报记者 刘桂云

今年1月，在四平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暨

“第一书记代言”产品展上，双辽市茂林镇二龙

卜村的“茂林草原雁”受到热捧，第一书记陈林

站在展台前，卖力地推介着自己代言的产品。

2018年3月，来自双辽市教育局的陈林被

选派到二龙卜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后，

他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抓手，以精准扶贫、脱贫为

目标，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业，让大雁产业成为二

龙卜村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以及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的重要渠道。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驻村

第一书记是脱贫一线重要的生力军，对带领贫

困村脱贫致富起着关键作用。陈林深知自己身

上责任的重大，从到村里的那一刻起，他就迅速

转变角色，走村入户掌握村情民意，了解可开发

利用的资源。

二龙卜村草原资源丰富，土质属弱碱性，河

水常年不断流，是大雁繁育的“宝地”，素有“吉林

省雁乡”的美誉。2007年，返乡创业大学生曹广

泽创建了双辽市茂林镇曹广泽养殖场，并创立

了“茂林草原雁”品牌。养殖场在二龙卜村建立

了1.6万平方米场区，年产1.5万只大雁，带动

包保的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5000元。

该如何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的这个资

源优势让村民增收致富？这是陈林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他依托曹广泽养殖场，采用“特种养殖

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在全村建立放风筝

区、挖野菜区、烤玉米区、观赏大雁区、垂钓区，并

打造了55户采摘园和9户农家院。通过给予优

惠政策、与农户和贫困户签订协议、安排剩余劳

动力就业等方式，保证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项目，陈林经常

利用驻村工作队为贫困户送鸡雏和饲料的契

机，组织开展培训，学习有关鸡雏养殖知识，增

强贫困户自主脱贫意识。

陈林表示，经常食用在弱碱性草原上散养

的大雁能起到抗衰养颜、强身健体的作用，在他

的大力推介下，“茂林草原雁”已成为闻名遐迩

的品牌。

“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产品，关注

‘茂林草原雁’，因为我代言的不仅仅是一个乡

土品牌，更是脱贫路上的一份守望相助，让我们

共同为实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宏伟目标贡献力

量。诚挚欢迎朋友们前来参观旅游，品尝大雁

肉。”陈林饱含深情地说。

“我为‘茂林草原雁’代言”
本报记者 李抑嫱

本报讯（记者徐艳秋 刘霄宇）高架塔吊在

空中转动着手臂，运输车在工地内来回穿梭，

一队队工人在脚手架上忙碌着……这是记者

近日在长春北湖新城吾悦广场项目现场看到

的场景。

长春北湖新城吾悦广场建设项目坐落在北

远达大街与应化新路交会处。该项目于2017年

12月15日成功摘牌，共分为A、B、C、D四个地块，

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A地块为商业项

目，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购物中

心、金街、外街、配套公共设施用房、超市、车库以

及机房等，计划2020年6月12日正式开业，开业

后将解决就业岗位3000余个；B、C、D三个地块为

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截至目前，

项目已投资38.5亿元，商业地块外部景观工程

已完成50%，楼体外装工程今年将完成80%，内部

装修正在进行当中。

作为长春市重点商业项目之一，北湖新城

吾悦广场建设项目在做好商业地块建设的同

时，也对住宅项目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目前，住宅项目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将陆续

交付使用。

“为打破千篇一律的商业装修风格，我们

会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特色和特点，将商场的

20%设计成为‘一店一色’的独特景观，同时保

留超市、电影院、KTV、健身房、儿童乐园等诸多

形式的业态。”长春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胡勇说，除独特景观和多种业态并

存之外，还将在商场的5层和6层提供餐饮服

务，1层至4层将设置各种品牌服饰和自主品

牌，目前招商正在进行当中，最终将实现满铺

开业。

“项目落地以来，长春新区及北湖科技开

发区管委会两级政府部门给予我们项目大力

支持。”胡勇笑着告诉记者，为解决周边配套不

完善等问题，长春新区和北湖科技开发区管委

会按照公司设计方案，对项目周边景观、道路、

亮化等工程进行政府招标，并提前开工建设，

确保了项目快速顺利进行。在今年的8月，北

湖科技开发区管委会还提前召开了协调会，解

决项目电容量不足等问题，通过宏观调控电配

套施工，为项目按时完工和交付使用解决了后

顾之忧。

打 造 长 东 北 商 业 新 地 标
长春北湖新城吾悦广场项目明年6月开业

本报讯（黄乔楠）为进一步推进社区纪检工作，提升

社区服务水平，长春市永吉街道平泉社区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全力打造清正、廉洁、高效的和谐社区。

丰富载体活动，注重廉政文化教育。在辖区悬挂廉

政文化宣传条幅，并定期进行更换；设立廉政文化宣传板

块，随时更新廉政新闻；充分利用社区QQ群、微信群等平

台，向居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法律、反腐倡廉等相关知

识，拓宽居民的知识面；开展“廉洁书画展”“党员廉政问

答比赛”“5日讲堂”等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进一步

加强辖区内的廉政文化氛围。

长春平泉社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记者代黎黎）近日，宁波市民政局·延边州民

政局对口帮扶座谈会在延边宾馆举行。会上，宁波市民政

局与延边州民政局签订对口合作意向书，宁波市民政局

向延边州民政局捐赠280.79万元脱贫攻坚项目资金。

其中，100万元用于图们市脑康医院新建项目；100

万元用于延边州社会养老福利项目；20.79万元用于农

村贫困妇女“两癌”健康保险项目；20万元用于汪清县百

草沟镇爱心超市及垃圾处理项目；40万元用于汪清县3

所农村学校多媒体教室和图书室项目。

助力延边州脱贫攻坚
宁波市民政局捐赠280余万项目资金

（上接第一版）

企业发展、农民脱贫两不误
庄稼地里“种”出新希望

秋收过后，东辽县境内的多处大棚承载了

更多脱贫致富的希望。

在渭津镇大榆村的大球盖菇种植扶贫

项目基地，村书记胡宝才告诉记者：“今年

这大棚刚建好，明年就能给全镇的贫困户

分红了。”

全力推进“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作用。

东辽县坚持引进新建与扶持培育“两手抓”，依

托正旭菌业、东峻科技等龙头企业，采取订单

合同、保底收购等方式，建立稳定利益联结，实

现了企业盈利、地方发展、贫困户脱贫三方共

赢。

2016年以来，泉太镇老营村、安恕镇李

趟村、建安镇营场村、金州乡大度村等8个

贫困村建设食用菌大棚101栋，通过实施黑

木耳、大球盖菇、香菇等食用菌项目，为贫

困村 497名贫困人口分红 55.44万元。食用

菌种植扶贫项目，还为贫困村农户提供了

50多个劳动就业岗位，人均月工资 1800元

以上。

农产品“变身”，“电商”快车直达
扶贫联盟“帮忙”共赢

农民手中的“土特产”变成“金招牌”。

在东辽县，“电子商务+贫困户+农产品”的

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带火了黑土地产出的农产

品。

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贫困户增收的重要

载体，依托东辽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孵

化基地)、吉林省东峻科技有限公司两户电商

企业，辐射带动全县村级电子商务中心站建

设。目前，21个贫困村已全部建立村级电商

站，其中，双福、大度、树安、老营、五龙5个村

被评为省级电商村。

扶贫的道路上，东辽县形成了全社会各阶

层共同发力的局面。扶贫联盟共涉及农户437

户，其中贫困户11户，流转土地116亩，贫困户

收益7.86万元，贫困户亩均纯收益680元，并

且约定收益金额按玉米价格增幅比例增长。扶

贫联盟扶贫模式的深入实施，加快推进了当地

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方

共赢。

“洞内气温16℃，混凝土进入模板

时的温度14℃，可以湿喷混凝土。”11月

20日19时，中铁二十四局敦化至白河客

运专线三标项目部新兴隧道进口施工负

责人下达了掌子面湿喷混凝土的命令。

近日，一场暴雪袭击了吉林大地。屋

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是敦白客运专

线三标项目部3座隧道里却是温暖如春，

7个掌子面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中。

据该项目部副经理、一工区经理饶

群介绍，高铁冬季施工的混凝土，搅拌后

即将从搅拌机出料的温度不能低于

10℃，在隧道进入模板的温度不能低于

5℃，否则就会降低混凝土的强度，导致

工程使用寿命缩短，影响隧道安全。

该隧道处于长白山森林深处，当夜

室外气温为零下21℃。为了让混凝土温

度达到规范要求，该项目部改变小环境，

让砂石料增温，给混凝土和隧道保温。

搅拌站料仓用保温板吊顶，地面装

了地暖，砂、碎石等材料仓位的墙上布设

了9道热水循环供暖管，连送料的输送

都布上了暖水管。一个专用的锅炉往料

仓输送热风；混凝土拌和用水，都经过了

锅炉加热。

为了保证生产出的每一方混凝土符

合温度要求，项目部还给储藏混凝土的

罐车定制了1厘米厚的双层保暖“外衣”。

每一座隧道，在它们进洞30米、60

米的地方各设一道卷帘门，挡住洞外冷

空气侵入隧道，避免洞内空气温度下降。

在混凝土作业场所附近，摆放着4台热风炮，这些机子的出风

温度在300℃以上，很快就能把洞内气温提高到混凝土施工

规范要求的温度。

该项目部的冬季施工准备充分、措施到位，得到建设单

位长吉城际铁路公司的肯定和表扬。长吉城际铁路公司要

求全线的其他标段学习借鉴该项目部冬季施工准备等工作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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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张政 张宽)今晚，2019-2020

年CBA联赛常规赛进行第9轮的角逐，吉林九台农商银行

东北虎队坐镇主场迎战北京首钢队。最终，东北虎队以

104比86大胜首钢队，取得两连胜。

上半场比赛，东北虎队里突外投多点开花，在攻防两端

均压制北京首钢队。上半场结束，东北虎队以46比34领先。

下半场开始，占据优势的虎将们吹响进攻号角，继续

稳扎稳打，牢牢控制场上局面。最终，东北虎队以104比

86取胜。

CBA联赛常规赛第9轮

吉林东北虎队主场大胜北京首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