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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安行动”的大力实施，构建出科
技人才助力安全生产的新模式，实现了
四个提升：在落实责任上由被动抓向主
动管提升，在隐患排查整治上由“单打
一”向专业精准化提升，在构建预防体
系上由抓当前向聚焦本质安全提升，在
全民安全意识上由活动推动向培育安
全科普文化提升。2020年，镇江未发
生一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生产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分别大幅下降
43.49%和51.23%。

人才强安，
组织搭建“慧安方阵”

以“慧”促“安”，关键在于聚拢“慧”
资源。“慧安行动”启动以来，镇江市科
协充分发挥联系人才广泛的优势，建设
了安全专家队伍、企业科普辅导员、安
全科普志愿者3支队伍，构建了安全生
产专家指导服务、企业落实到位、社会
参与监督的人才支撑模式，为全市提升
安全生产水平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新成立的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学会、
老专家公共安全专委会，是“慧安行动”
的重要“智囊团”，汇集了200余名老专
家、老科技工作者，在“慧安行动”推进
过程中发挥知识优势、技术优势以及经
验优势，赋予他们安全责任“提醒员”、

安全风险“预警员”、安全生产“指导员”
三大职责，参与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整治、企业安全科技指导服务，以及安
全知识科学普及辅导、安全检测服务和
安全生产建言献策等工作。

2020年7月12日，镇江“安全专家
百企行”活动正式启动。其中，20多名
省市安全专家来到镇江新区新材料产
业园，现场集中“送技术、送方法、送经
验”，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安全生产水平
提升。围绕企业如何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如何科学细致排查安全隐患、
如何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现场调
研、深入探究、多方讨论，为企业转型升
级、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截
至目前，专家们已累计排查安全生产隐
患6150个，通过“一企一策”，指导企业
整改问题4050个，指导企业加强技术
改进，指导推进安全技改项目135个。

此外，以企业核心科技工作者为主
要成员的企业安全科普辅导员队伍，充
分发挥企业安全生产中的宣传、指导和
督导作用，提高企业员工辨识风险、应
对风险、规避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以居
民群众为主体建立的1550余人的安全
科普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安全知识普
及、安全事故规避和应对方法宣传等志
愿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科技兴安，
创新提升本质安全

“物防+人防+机防”，是构建安全
预防控制体系的重要措施。丹阳市陵
口镇围绕“智慧用电”和“烟感温感报
警”两个项目展开智慧消防建设，在企
业主体的车间、宿舍、仓库等重点区域，
安装各类智能探测器、传感器，信息集

中汇至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实行24小
时监控，数据一旦出现异常会及时联动
报警，破解了管理末梢问题。这是镇江
全市科技促进安全生产治理水平提升
的一个缩影。

围绕从源头上解决化工安全生产
问题，镇江从产业结构升级、安全生产

“卡脖子”技术攻关入手，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8月19日，“慧安”省会合作暨镇

江化工产业科创服务平台签约仪式在
镇江举行，作为中国化学化工学会在镇
江设立的全省首家化工产业科创平台，
该平台已吸引江苏索普集团等7家化工
企业，与中国化工学会明确了13项技
术攻关合作意向，将为镇江化工产业转
型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提供坚强
的技术服务和科技保障。

为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2020年
11月12日，镇江市正式发布安全生产
事故预防十大科技攻关课题，课题涉及
火灾预警、船舶安全运输、化工生产风
控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化工、制造、燃
气、交通、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开启

“政产学研”共同参与安全生产科技攻
关的新模式。

科普助安，
“我要安全”牢记于心

2020年7月10日，在镇江市政府
会议中心内，“慧安”科普大讲堂正火热

“开课”，国家安委会专家、江苏省安委
会专家、中石化安全生产专家杨杰以干
货满满的科普报告和互动对话，受到在
场的80多家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和来
自企业、学校、乡村、社区、家庭的安全
科普志愿者们的一致好评。

开展“慧安”大讲堂，是实施“慧安
行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工作的又一
重要措施。围绕企业安全管理操作、应
急科普和措施、安全生产法规等内容，
镇江市科协以持续开展企业法人、企业
科技副总、企业安全总监、企业关键岗
位职工轮训工作，着力解决企业法人、
安全总监和职工安全意识不强、安全知
识不够、安全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

如何让“慧安行动”蔚然成风，持续
增强影响力，让居民的安全知识、安全
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镇江市积极
培育安全科普文化，以慧安科普“五进”
活动为抓手，推动安全生产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按照化
工、冶金工贸、建筑、消防、交通、抢险
救灾、事故应急等专题，开展了200多
场系列线下巡回展，以及线上宣传、线
上知识竞赛等活动，浓厚“人人关注安
全、人人心系安全”的社会安全预防文
化氛围。

下一步，镇江市科协将以“慧安”行
动为主要抓手，着力打通安全生产防控
最后一公里，打造具有镇江特色的安全
生产科学预防体系品牌，塑造安全生产
治理体系的“镇江样板”。

薛诚 陈泽坤

镇江实施“慧安行动”

探索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安全生产科学预防体系新路
2020年，是镇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小灶”“大灶”协同推进的重要一年。如何实现安全生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系统建设、统筹推进”目标？镇江市科协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科协要在破

解治理难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指示精神，在镇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着眼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紧扣安全生产中的“人才”“技术”“制度”三大关键环节，聚焦专家人才队伍、治理指导服务、安
全科技提升、安全评价机制、安全科普文化等5个方面，齐抓共管，精准施策，高水平打造出“慧安行动”这一安全生产新品牌，在推动镇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截至1月17日14时，由吉林省卫
健委1月13日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
林某引发的传播链条再次延长，感染者
增至102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
染者。102人中有10例确诊病例，其
中7例为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例是由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包括林某
本人。这些感染者多为60岁以上老
人，其中七八十岁的也有数十位。

1传102的“超级传播”是如何发
生的？为何被感染者多为老人？暴露
出哪些防控漏洞？“新华视点”记者进行
了追踪。

1传102是如何发生的

1月13日，吉林省卫健委通报1月
12日0至24时，全省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7例，其中3例为黑龙江省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4例为关联无症状感染者，
均通过主动筛查发现。

此次通报中的林某，是此次疫情传
播的关键节点。他曾在公主岭市范家
屯镇艾尚瀚邦养生馆和通化市源升品
质生活坊授课，引发了群体性感染，导
致吉林省3市102人感染，分布在公主
岭市、通化市、松原市。

1传102是如何发生的？传播链
条是怎样的？

——1月5日，林某从黑龙江南岔
乘K350次列车抵达哈尔滨西站，与1
月11日0至8时吉林省卫健委通报的
无症状感染者1和2同车厢。

——1月7日，林某从黑龙江双城堡
乘Z174次列车抵达长春站，约15时从黄
河路客运站乘客车到公主岭市范家屯镇
艾尚瀚邦养生馆授课，1月8日约11时从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乘客车返回长春站，乘
坐K1383次列车返回黑龙江双城堡。

——1月9日，林某从哈尔滨西站乘
D124次列车至长春站，随后乘坐地铁1
号线到达长春市高速客运站，于12时35
分乘客车从长春市到通化市。1月10日
至11日在源升品质生活坊进行培训授
课，感染参与者及关联人员82人。

除此之外，根据通化市的通报，链条
中的1例无症状感染者曾于1月10日中
午，在新站万事兴酒店一楼大厅参加满
月酒宴。对于传播链条是否因此继续扩
展，目前官方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公主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刚
介绍，目前，疾控、技侦部门已把林某作
为阻断传染源的重中之重，全力开展流
调和密接、次密接人员轨迹调查工作。

老年人聚集易引起群体感染

记者调查发现，“超级传播”疫情涉
及两家养生馆。其中，通化市源升品质
生活坊企业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零
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日用品零
售。公主岭市范家屯镇艾尚瀚邦养生
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
名为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娟子中老年养
生会馆，成立日期为 2019 年 6月 17
日，经营范围为：保健食品零售以及土

特产、日用品、理疗仪器的销售。
原本应输送健康的养生馆，为何在

此次疫情中扮演了“超级传播场”角色？
在通化市东昌区东苑小区附近，一

个挂着绿色牌匾的老旧居民楼一楼单
元房，就是“超级传播场”源升品质生活
坊。据知情者透露，培训时，不足100
平方米的房间同时容纳30-40人，且
仅有少部分人佩戴了口罩。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
公室主任赵庆龙介绍，林某被发现时处
于感染早期，排毒能力较强，在通化市
对其生活环境采集的21个标本中，检
出16个位点阳性，阳性率非常高。

“被感染人员同在密闭空间，长时
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环境中，且中老
年人居多，自身有基础性疾病，免疫功
能较差，所以极易被感染。”赵庆龙说。

多位疫情防控人员提出，影剧院、
KTV、餐馆、酒店等人员聚集场所在明
处，容易监管，但诸如养生、保险、理财
等培训场地，往往处于暗处，门脸隐蔽，
有的就藏身于居民楼，很难监管。其中
养生馆数量众多，大量老年群体常聚集
听讲座、购买保健品、领取礼品。由于
前段时间疫情趋于平稳，曾经被清理严
控的此类活动于是“卷土重来”。

对年纪偏大感染者诊疗“一
人一方案”

13日，公主岭市发布紧急公告称，
从即日起，全市停止一切线下培训会、
产品推销会等非必要聚集性活动。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开展专项督导，对擅自开展线下培训、
产品推销会等聚集性活动的机构和相
关人员，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吉林省市场监管厅于1月16日印发

《关于加强对疫情期间以会议、授课等聚
集方式开展营销活动监管的紧急通
知》。要求开展全面摸排，积极与会销活
动组织者进行联系，引导经营者暂停会
销现场活动，防止因聚集式活动导致疫
情传播。同时，积极为企业纾困，指导并
帮助其将经营活动转至线上开展。

吉林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宾
馆、酒店、小区商铺、活动室等重点场所
开展排查工作，摸清底数，确定会销易发
的重点区域，加大监管力度，进行提醒告
诫。确立联系人制度，与重点场所的经
营者保持紧密联系，开展实时动态监管。

针对会销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虚假
宣传、违法广告、销售不合格产品、无证
无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严
打态势。通过12315热线，及时妥善处
理好相关投诉举报，规范市场秩序。

通化市严格管控，第一时间控制传
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截至16日 10
时，全市已封闭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小区
42个，共365个单元。组织卫健、公安
等部门，第一时间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通化市1300名医务人
员和2500余名志愿者正日夜奋战，集
中开展核酸采样和检测工作。已集中
核酸检测采样 209483 人，已出结果
73362人，全部为阴性。

通化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副市长蒋海燕介
绍，针对大多数无症状感染者年纪偏
大、基础性疾病较多的情况，通化市开
展了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每日通过
市级专家现场会诊，省级专家线上会诊
的方式，研究分析病情，坚持实行“一人
一方案”，目前所有无症状感染者生命
体征平稳。

（据新华社电）

吉林疫情现1传102！

养生课堂缘何成“超级传播场”

据新华社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17日表示，日本
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面
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会可能无法举行
的传闻。

加藤胜信是当天在参加富士电视
台的节目时作上述表示，他说：“我们已
经决定了（东京奥运会的）场馆和赛程，
所有相关人员正在为奥运会的举办做
准备，其中也包括准备疫情的控制。”

由于日本最近的新冠疫情形势恶
化，日本国内外怀疑东京奥运会无法在

7月如期举行的声音开始增多。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成为首位日本部长级官员中，对奥运会
提出怀疑的人，他14日表示：“我们现
在需要尽力做好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但
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曾经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和防卫大
臣的河野太郎还说：“一切皆有可能……
国际奥委会必须准备B计划和C计划。”

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和日本首
相菅义伟始终承诺，东京奥运会将如期
举行。

日本否认东京奥运会取消传闻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7 日从内蒙
古巴彦淖尔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
部等部门获悉，因对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进入的信息隐瞒不报，当地 2 家企
业被处罚。

据了解，内蒙古各地呼吁广大群

众、企业、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积极支
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鼓励对尚未纳
入管控的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或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来（返）当地的
人员进行举报，举报线索一经查实给
予相应奖励。

因隐瞒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入信息

内蒙古2家企业被处罚

链接 >>>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日说，印尼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已
致56人死亡，联合救援队正紧张展开救援工作。图为17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拉
威西省首府马穆朱，警察进行搜救工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最新预测显示，至2月6日，美
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达到44万例
至47.7万例。这意味着未来3周美国
可能将有高达8万人死于新冠。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6日晚，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375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39.5万例。

据美疾控中心16日发布的数据，
15日全美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4.7

万例，新增死亡病例3683例。过去7
天全美日增确诊病例6次超过20万
例，1月8日单日新增314093例，创美
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
美疫情项目最新数据显示，本周全美共
报告23259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比疫
情暴发以来任何一周均高出 25%以
上。2021年第一周，全美长期护理机
构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约6.7万例，新
增死亡病例超过6400例。

未来3周
美国或有8万人死于新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