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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曝光力度，
切实发挥“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警
示作用，现对我县部分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件进
行公开曝光，希望通过以案释法，警示全县各类
生产经营单位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案例一
2022年6月17日，宝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

法人员对某铸造配件厂开展执法检查，检查中发
现该公司储存、使用磺酸固化液（主要成分 2,4-
二甲苯磺酸、甲醇和水），现场共存储 49 桶
（15KG 每桶），共计 735KG，经现场工人当场演
示，该固化液可燃。该企业有专门安全管理制度
但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如未设置安全警示标
识、未张贴安全风险告知牌、未配备洗眼器、未进
行通风、未对环境温湿度进行控制等）。经立案
调查证实，该公司存在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未采
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
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
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须
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
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2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
2022年7月12日，宝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

法人员对某玩具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检查中
发现该公司2套设备（均为空压机供气柜）传动部
位未安装防护罩，不符合《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
计总则》（GB5083-1999）第 6.1.6条“以操作人员
的操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2m之内
的所有传动带、转轴、传动链、连轴节、带轮、齿
轮、飞轮、链轮、电锯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
位，都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装置”的规定。该公司
存在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违
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
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1.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
2022年7月21日，接群众举报，宝应县应急

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对某科教设备有限公司进
行举报核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北侧喷粉车间4

处静电喷涂喷粉房的4套干式除尘系统均未采
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等一种或多种控
爆措施；喷粉车间有4处静电喷涂喷粉房均采用
重力沉降室除尘；未制定粉尘清理制度，静电喷
涂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理，该公司以上行
为不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
2018）第7.1.3条“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
应采用泄爆、抑爆和隔爆、抗爆中的一种或多种
控爆方式，但不能单独采取隔爆”，第 8.4.2条“禁
止采用干式静电除尘器和重力沉降室除尘”，第
9.4条“所有可能沉积粉尘的区域（包括粉料贮存
间）及设备设施的所有部位应进行及时全面规范
清扫”的规定；不符合《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
设备应当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等一
种或者多种控爆措施，但不得单独采取隔爆措
施。禁止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巷道式
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第十八条第一款“粉尘涉
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制定并严格落实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明确清理范围、清理
周期、清理方式和责任人员，并在相关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责任人员应当定
期清理粉尘并如实记录，确保可能积尘的粉尘作
业区域和设备设施全面及时规范清理。粉尘作
业区域应当保证每班清理”的规定；根据《工贸行
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
（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该公司以上行为属
于重大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
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
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
定。

检查当日，该公司一名焊工王某某正在从事
铁件焊接作业，经查询，王某某特种作业操作证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初次发证日期 2016年 11
月 22日，应复审日期 2019年 11月 21日，该焊工
王某某未按期复审，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特种作业操
作证复审或者延期复审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五条
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情形的，按
照本规定经重新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再办理复
审或者延期复审手续。再复审、延期复审仍不合
格，或者未按期复审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的
规定。

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该公司
处以人民币5075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
2022 年4月26日，宝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

执法人员对某车业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检查
中发现该公司焊接作业人员杨某某、高某某未经
专门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该行
为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
号第五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
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
业操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
上岗作业”的规定。

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4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
2022年5月20日，扬州市应急管理局与宝应

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联合对某新型节能
建材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检查中发现该公
司配电房的两个疏散出口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其
中一个疏散出口被锁闭，根据现场测量和对于配
电房图纸的查询，发现该公司配电房长度达到20
米 ，最 长 的 配 电 柜 长 度 达 到 6 米 ，依 据

《GB50054-201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4.2.4“成排
布置的配电屏其长度超过6m 时屏后的通道应设
2个出口”和4.3.2“配电室长度超过 7m 时应设2
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配电室两端”的规定，该公司
配电房的 2个出口应均为安全出口，现其中一个
出口被锁闭。

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
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的规
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五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生

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
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
口、疏散通道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2万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处
以人民币0.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六
2022年3月23日，扬州市应急管理局与宝应

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联合对某电缆材料
公司进行电镀企业专项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公
司:（1）未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该公司2020年
4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分析辨识
报告辨识出电镀生产线传动装置（链条、皮带）无
防护罩（报告第192页），至检查当日仍未采取措
施消除该事故隐患，不符合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
计总则 GB5083-1999第6.1.6“以操作人员的操
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2m之内的所
有传动带、转轴、传动链、联轴节、带轮、齿轮、飞
轮、链轮、电锯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位，都
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装置”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
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
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报告”的规定；（2）未在电镀污水处理设施的
应急池、集水池上有限空间场所设置警示标志，
根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参考目录》第9类通用类
显示，池（污水池、化粪池、沼气池、蓄水池、腌渍
池等）属于有限空间，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工贸企
业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二）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的规定；（3）该
公司未对电镀污水处理设施的应急池、集水池的
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
间管理台账，其行为违反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贸企
业应当对本企业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定有限
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
况，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的规
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二条、《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
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2.82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并对公司负责人万某处以人民币
0.7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县应急管理局公布一批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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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居勇 蔡健）9月23日上午，
我县召开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
工作推进会，贯彻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加
快柴油货车淘汰进程，确保按期完成省定、市
定目标任务，为进一步改善全县空气环境质
量，圆满完成省大气污染防治年度高质量考
核指标创造有利条件。县领导梅灯昌、丁子
建出席会议并讲话。

就抓好推进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
站位，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淘汰报废工作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迅速采取攻坚举措，推进工作落
实，确保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聚焦
目标，多措并举，加快淘汰工作进程。要深入
开展车辆信息摸排登记、严格落实强制报废
制度、不断强化路面巡查管控、积极发挥奖补

政策激励作用、全面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协
同配合，优化服务，不断提升工作实效。各有
关部门要按照《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
车提前淘汰报废奖励补贴方案》工作职责，加
强监督管理力度，进一步优化简化注销登记、
车辆拆解、补助资金发放的工作流程，切实提
高办事效率。

本报讯（记者 房雪桥）为进一步做好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帮助退役军人实现转型
转岗，推动和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9月22
日下午，我县在宝应中专举行2022年度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欢迎、适应性培训暨专场
招聘系列活动。副县长梅灯昌以及全县100
多名今年退役的士兵参加活动。

梅灯昌在讲话中指出，举办退役士兵返乡

欢迎暨适应性培训会，主要是激发退役军人的
荣誉感、责任感，帮助大家尽快转变角色、发挥
优势、积极作为，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退役军
人的良好氛围。希望全县退役士兵要永葆本
色，擎旗奋进；要干事创业，不负韶华，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宝应贡献更大的力量。
欢迎会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还

举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暨现役军人家属专场

招聘会，县内15家企业共提供了185个岗位
供退役士兵选择。

据了解，今年的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主
要开展党史教育、法律法规、心理调适、人际
沟通、素质提升、企业体验、就业创业等系列
内容的培训，全方位、多角度帮助大家了解当
前就业形势和政策，提升就业创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

本报讯（记者 居大军 林梅）
9月23日上午，县政协召开十五
届三次主席会议，重点就“‘双
减’背景下的义务教育高质量发
展”议题开展协商。县政协主席
顾长荣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
屠春荣、朱葆荣、曹惊雷、吴霆，
秘书长刘松出席会议。副县长
陆宝华应邀参加会议。

据了解，去年7月，全国自上
而下全面开启了义务教育“双
减”工作进程。在“双减”政策
下，如何保障义务教育教学标准
不缩水、教学质量不下降，是当
前教育工作中值得思考和研究
的问题。今年初，县政协将“‘双
减’背景下的义务教育高质量发
展”作为主席会议议题列入县政
协2022年工作要点，县政协调研
组还围绕议题开展了深入调研，
并形成调研报告。

就进一步做好“‘双减’背景
下的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
顾长荣强调，推进义务教育高质
量发展，我们任重道远。要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继续加
大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要把义
务教育摆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
优先位置。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
发展格局。综合考虑人口发展趋
势、新型城镇化等趋势进程，把城乡义务教育格局
统筹考虑、优化布局。要创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树立新理念、构建新机制、运用新办法，保
证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推进两支队伍建
设。要着力推进教师队伍和校长队伍“两支”队伍
建设，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人才
基础，推动宝应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听取了县政协教卫体和法制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关于在“双减”背景下推进义
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主席会议成员和
5位政协委员代表作了协商发言，并针对“双减”
背景下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
意见建议，陆宝华代表县政府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记者 葛文鑫）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打造具有扬州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工作要求，9月22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建带
队对我县乡村振兴示范带沿线8个镇区进行调研。

魏建一行先后实地调研了泾河镇东红村、陈东
村，开发区新丰村，安宜镇潘桥村，小官庄镇双闸
村，氾水镇石桥村村庄环境提升和望直港镇苏港路
潘庄段、夏集镇G344连镇高铁路段环境提升及山
阳镇特种水产养殖总公司池塘生态化改造情况。

在泾河镇陈东村，魏建走进G233附近的架式
无土栽培草莓现代新模式项目温室大棚，详细了
解无土栽培技术应用、产品质量市场和人员用工
等情况，对合作社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创建优质
果品示范基地的做法表示赞赏，要求继续加深与
扬州大学教授团队的合作，用现代技术新模式不
断提高水果产量，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从而起
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示范作用。

在开发区新丰村、小官庄镇双闸村、氾水镇石
桥村等地调研时，魏建对部分村加强环境整治，外
墙刷白及墙体彩绘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各村严
格按照连淮扬镇铁路（G2）沿线“八无八美”环境
整治工作要求，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激发群众参与
热情，集思广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质量打造
沿线13个环境节点，通过示范点打造，以点扩面，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共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刁品杰）9月23日下午，我
县召开疫情防控指挥部周工作例会。县领导
周正威、金陵、陆宝华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期间人口流动量大、
人员聚集，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应对国庆
长假防疫形势，严格落实好各项政策，压实责
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就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各
工作专班要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学习和解读，
对照各级文件和专项政策做好落实宣传，开
展指导协调；要主动认领各类工单，积极整改
并及时反馈；要主动研究和安排防控工作，围
绕各自工作职责提前部署，准确落实相关工
作；要强化督导检查，做好查漏补缺，深入一

线开展指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

会上，县指挥部办公室传达学习了省市
关于国庆假期及前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
方案；各工作组就近期工作进行了交流汇报。

金秋时节，莲藕飘香。近日，记者在望直
港镇绿色莲藕科技示范基地采访看到，藕农
们正在忙着采藕，将一批鲜藕送到每一个需
要莲藕的客户手中。“今年莲藕生长大丰收，
客户订单接踵而至，莲藕供不应求。”在基地
一直做抖音直播带货的“藕大姐”朱锦红告诉
记者。她说，自己于 2004 年开始种植莲藕，

“大紫红”“美人红”“小暗红”等品种应有尽
有，可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现在，她规模
种植莲藕 2000 余亩，亩产 3000 斤左右，产量
与往年相比，亩增产600斤左右。提起莲藕种
植的大丰收，朱锦红非常开心，对我县倡导的
绿色生态莲藕种植赞叹不已。

构建绿色品牌体系，扩大市场影响。“宝
应莲藕”以红莲为主，以顶尖“红芽”为特征。
近年来，我县主导种植“大紫红”“美人红”“小
暗红”三大当家品种，“大紫红”主占全县莲藕
种植规模90%以上。“美人红”藕香色白，“大紫
红”个大孔宽，“小暗红”粉足生淀。不同季节
采收的红莲藕品质风味不一，花香藕清甜爽
脆，嫩如鸭梨。而中秋藕上市藕始有粉，宜制
作各类藕菜。针对这三大品种的特点，我县

加大宣传力度，突出产品品牌打造，以三大当
家莲藕为原料的休闲食品、饮料等层出不穷，
荣登“舌尖上的中国”，央视、人民日报、法国
公共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多次报道，中国农
民丰收节采藕盛况曾在央视现场直播。2017
年，“宝应莲藕”全国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
值已达 21.09 亿元，2021年，又获省级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我县大力培植荷仙、天禾、美依

莲和莲馨园等一批企业品牌，相继打造了欣
莲欣、瘦西湖、玉好、偶喜欢、帝莲、千子莲等
产品品牌，初步构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宝应莲
藕品牌体系。目前，我县加工企业拥有省著
名商标 2 个、市知名商标 2 个，省名牌产品 4
个、市名牌产品6个。

建设绿色示范基地，加快品种改良。我
县以创建农业现代化先行区为契机，▶转2版

“红”字头品牌当家 宝应莲藕“走红”全国
□记者 刘延龙 通讯员 徐桂红 杨丽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我县部署交流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我县举办退役士兵返乡欢迎暨适应性培训会

我县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工作

县
政
协
召
开
十
五
届
三
次
主
席
会
议

顾
长
荣
主
持
并
讲
话

县领导调研乡村振兴
示范带沿线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