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 点
9

2021年9月26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严颢

版式：张晓贞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目前，全
省化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由“一年小灶”转段进入

“三年大灶”。如东县在保持“小灶”劲
头的基础上聚力推进，高标准开好“大
灶”。“全面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阀’，全
面筑牢安全防线，聚焦防范化解系统性
安全风险，用‘显微镜’控隐患、‘聚光
镜’促整改、‘望远镜’提本质，着力抓提
升、补短板、提效能，卓有成效地推进化
工领域安全专项整治集中攻坚。”该县
应急管理局局长胡俊总结说。

用“显微镜”控隐患——
善于上下联动，强化治理合力

抓安全生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
现安全隐患，才能消灭事故源头。今年
以来，如东县应急管理局用“显微镜”控
安全，一轮接着一轮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专项行动，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从小
事和细微处入手，往深处想、往细处做。

如东坚持“多层级推进”，专门成立
了由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划

出洋口镇、洋口港两个片区，以“县委牵
头+园区负责+企业落实”机制，把责任
从上至下压紧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避
免多头牵头，多头推进，推诿扯皮。

实行“全链条监管”，专门印发《危
化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手册》，内容包含
设计、工艺、设备、仪表、安全管理、人员
学历能力等163项重点内容，提炼归纳
了所属领域危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日常检查要点内容，抓重点盯关键，
严查细判，真正做到全方位覆盖生产环
节、全要素过程控制。该局执法人员采
用“四不两直”“三带三查”等方式，坚持

“全面查+重点查”和“企业自查+行业
检查”相结合，以超常举措深入开展全
链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采取“大专家协助”，要求企业自查
需主要负责人组织设计、工艺、设备、电
气仪表、安全部门人员并邀请自聘专家
参与，镇区普查聘请5名省级及以上安
委会专家开展普查，县局复核复查邀请
2名以上国家级专家开展全面核查。7
月份，如东县应急管理局在新印发的

《如东县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里，提出企
业、镇区聘请的专家需提前报备，明确
要求三级所聘专家不重复。

用“聚光镜”促整改——
敢于“刮骨疗毒”筑牢安全

基础
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顽疾”需要“刮

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如东县应
急管理局突出“改”字当头，将“改”字贯
穿始终，即知即改，应改尽改，狠抓整改
落实，实实在在解决重点安全隐患。

该县在前期的“小灶”整治工作中
发现，化工企业一线岗位普遍存在人员
年龄大、学历低的突出问题。为此，如
东县应急管理局联系国家开放大学驻
点园区开班培训，开展为期两年的化工
企业从业人员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同
时，本着全力提升化工产业工人“合格
率”的宗旨，督促企业按照“提升一批、
充实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对化工产
业人员素质有效实施“芳林新叶催陈

叶”行动。
解决从业人员能力素质只是如东

县应急管理局狠抓安全隐患整改落实
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该局在企业完
成问题整改并自行组织专家实施验收
的基础上，逐家过堂，组织有关专家再
次验收。与此同时，在监管层面、企业
层面共同分析隐患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督促指导企业严格管控风险。

“只有紧盯安全生产中出现的问
题不放，聚焦整改不松，用好整改落实
这只‘聚光镜’，才能确保安全生产见
长效。”如东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尤卫
东介绍，该县通过分类处置和分级整
治，督促58家涉及危险工艺企业完成
替代自查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5家
可进行危险工艺替代的企业进行指
导，有序开展相关改造。29家重点领
域企业完成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
估，完善管控措施。77家涉及“两重
点一重大”的企业对相关装置和储存
设施开展了LOPA分析，筑牢安全生
产基础。

用“望远镜”提本质——
谋于长远发展 深化智慧改革

安全稳定是最大的民生。如东坚
决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落实到企业生产、
经营、管理全过程。如东县应急管理局
总工程师左卉说：“安全生产既需要全
方位‘体检’，更需要长远考虑，从规范
化建设上直击安全漏洞，从数字化监管
里找准创新基点，根治‘反复排查、反复
整治、反复存在’的低级循环问题。”

规范化建设树样板。该局落实了
一套人流物流管控措施，组建了一支常
驻专家团队，提档升级六支园区应急救
援队伍，实现园区一体化、精细化、专业
化管理。此外还推进企业“智能化二道
门”标准化建设，依托高精度定位系统，
实现人员、车辆、区域、风险的重点管
控，同时还具备人脸识别、实时显示、报
警功能、电子围栏等9大功能，最大限度
实现对危化品的全流程监管。

智能化监管当先锋。该局率先建
立完善智慧安全管控平台系统，将企业

安全档案、企业风险源档案、园区高危
工艺、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等信息
采集实施集中管控，实时采集企业储罐
参数、化学品等监控数据，使园区各种
因素处于可知、可见、可控的状态下，实
现安全生产监管业务与信息化的深度
融合，有效降低园区的安全风险。同
时，有效运用园区封闭化卡口和停车场
线上运行的功能，建设车辆登记子系
统、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申报子系统，实
现对企业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有效管
理，通过GPS实现对运输车辆的动态监
控，并建立预警报警子系统，全面提升
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面对产业
经济加速发展，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的现状，胡俊表示，如东县应急管理局
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严格

“红线意识，底线思维”，与时俱进创新
安全监管模式，全力抓好“三年大灶”整
治工作，坚决打赢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
治提升“攻坚战”，实现全县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好转。 丛远华 缪雨华 刘涛

“显微镜”控隐患 “聚光镜”促整改 “望远镜”提本质

如东：立好应急管理“三面镜”推动安全质效大提升

9 月 25 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
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
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
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
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
起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
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2018 年 12
月1日，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华为公司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
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
被加方无理拘押。美方对孟晚舟所谓
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尽管美加一再
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以法律为借口
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
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
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巧取豪夺、打压异
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毫无公正性、正
当性可言。

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
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在获悉孟晚
舟被无理拘押相关情况后，中国政府
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立
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舟提供领事协
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敦促加
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合法
权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了响亮的正
义呼声。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充分说
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人民、伟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中国公民
最坚强的后盾。

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
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
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
牺牲品。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
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
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
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奴役我们。任何人、任何势力妄
想这样干，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
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所
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
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
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
代化的权利。透过孟晚舟事件，中国
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
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国
建设得更加强大。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深知，越
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
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坚信，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
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
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
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载9月26日《人民日报》）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经中国
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孟
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
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应询
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

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
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
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
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
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
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
型的任意拘押。

外交部：美加所为是典型任意拘押

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
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
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
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祖
国，我回来了！感谢伟大的祖国和人
民，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所有
关注和关心我的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
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三年，我无
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
关爱与温暖。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
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
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我也感
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
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坚定地维护
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回首三年，我更加明白，个人命

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
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只有
祖国的繁荣昌盛，企业才能稳健发
展，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作为一名普
通的中国人，我以祖国为傲。作为一
名奋斗的华为人，我以华为为傲。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所有的挫折与困难，感激与感动，坚
守与担当，都将化作我们前进的动力
和拼搏的勇气。我们坚决拥护以习
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忠于自己的国
家，热爱自己的事业，在政府的管理
规则下努力发展好企业，为国家、为
社会多做贡献。

国庆即将来临，提前祝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我想说，有五星红旗的地
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
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据界面新闻）

孟晚舟在深圳机场发表感言：

祖国，我回来了！

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

舷窗外一片漆黑，机翼上的
航行灯闪烁不停，在寂静的夜空
中，这些许的微光显得格外温
暖。此刻，我正飞越北极上空，向
着家的方向前行，马上就要投入
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阔别三年
的祖国已在天涯咫尺。近乡情更
怯，不觉间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
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
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
由。往事一幕幕闪过，恍若隔世，
却又历历在目。过去的1028天，
左右踟躇，千头万绪难抉择；过去
的1028天，日夜徘徊，纵有万语难
言说；过去的1028天，山重水复，
不知归途在何处。“没有在深夜痛
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一次次
坠入深渊，又一次次闯入暗夜，曾
让我辗转难眠，更让我刻骨铭心。
泪水抱怨化解不了愁苦，伤春悲秋
翻越不过泥泞，与其困顿挣扎，不
如心向阳光，冲出阴霾。有些风
浪，难免艰险，唯有直面才能扬帆
远航；有些抵达，难免迂回，历尽波
折终会停泊靠岸。无数次奔跑，无
数次跌倒，唯有此次让我倍感坚
强；无数次出发，无数次归家，唯
有此次让我热泪盈眶。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给我温暖，浩瀚星河总
有一颗予我希望，感动于心，感激
于情。我们祈祷和平，幸运的是，
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
崇尚伟大，可贵的是，我们生在一
个伟大的国家。成长在改革开放

时期的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是如此伟大，全体同胞数十年如
一日地艰苦奋斗，让我们的祖国
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迈向共同富
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巨
大的贡献。感谢亲爱的祖国，感
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抹绚丽的
中国红，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
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
家的漫长路途。感谢亲爱的家人
们，与我一起经历风雨，见证岁月，
安放我所有的喜乐苦悲。是你们
的遥遥相伴，陪我越过层层山丘；
是你们的默默守护，带我跨出丛丛
荆棘。感谢亲爱的伙伴们，有一种
浪漫叫并肩作战，有一种纯粹叫全
力以赴，有一种果敢叫奋不顾身，
回首此间，满是静水流深的情义和
雷霆万钧的担当。感谢亲爱的同
事们，虽然分别已久，你们的真挚
鼓励和持续坚守，让我们始终风雨
同舟，艰难征程波澜壮阔，赤诚初
心历久弥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
你和你们，就算素未谋面，你们的
浓浓情意、切切问候和深深祝福，
如一道彩虹，斑斓了坎坷路途上的
一隅天空。午夜梦回，最是心底那
一轮明月，那一江春水，那一缕乡
愁，亦是我滞留他乡三年每分每秒
的心灵归宿。秋风掠过，登机前，
温哥华已需寒衣加身。此时，祖
国的秋日正是天朗气清、暖阳和
煦，期待一年好景致，再赏橙黄橘
绿时。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回家的路，虽曲折起伏，却是世间
最暖的归途。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孟晚舟在中国政府包机上发布感言：

一抹绚丽中国红，
燃起我心中信念之火！

新华社深圳9月25日电 9月
25日晚，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
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
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
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
回到祖国。

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
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
胜利。

21时50分许，飞机稳稳降落，
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五星红旗格
外醒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的孟
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
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

“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
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
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
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由于
疫情原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
人们却从孟晚舟微微颤抖、略带哽咽
的声音里听出最深沉的情感，“祖国，
我回来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
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
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
民的关爱和温暖。”孟晚舟说。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
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
上，让我深受感动。”她说，“我也感谢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
鼎力支持，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
业和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
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
报以欢呼和掌声。

深圳人民也为迎接孟晚舟回家
显示出巨大热情。25日晚，深圳市
内多处地标建筑楼身打出“欢迎孟晚
舟回家”的巨幅标语；在龙岗，300架

无人机组成的机队在空中飞出“月是
故乡明”“轻舟虽晚 终回家国”等字
样；宝安国际机场，《我和我的祖国》
悠扬的歌声响彻国际候机大厅。

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
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
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1028
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
大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
害事件，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
纯属捏造，目的是打压中国高技术企
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其所作所为是
典型的任意拘押。加拿大在此次事件
中扮演了美方仆从的不光彩角色。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
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
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
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
间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
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
回祖国的征程。

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
强烈反响。网友纷纷留言：“好激动，
眼泪都快出来了”“仿佛是自己的亲
人回来”“为强大的祖国点赞”……

“回首3年，我更加明白，个人命
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
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孟晚
舟的声音坚定有力，“我想说，有五星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
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夜空下，孟晚舟和欢迎人群一同
高唱《歌唱祖国》，很多人流下热泪。

在机场等候的有100多人，除了
孟晚舟的家人外，还有外交部、广东
省、深圳市有关领导同志和华为公司
有关负责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与
孟晚舟同机抵达。

孟晚舟将按照防疫规定，前往指
定酒店接受隔离。

孟晚舟顺利回到祖国

25日晚，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