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的生命安全高
于一切。近段时间以来，一些惨痛事故
为全社会敲响安全警钟。

记者采访了解到，金湾区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区委、区政府
先后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3次、第二
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道路
交通、三防和消防安全联席会议1次，
对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进行再
部署再落实。

根据《方案》，金湾区将坚持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持续深化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员各
镇、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深入企业和生产现场，全面
开展地毯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此次专项行动的范围为金湾区所
有辖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
单位。重点对事故多发、隐患突出的
行业领域实施攻坚，对反复发生、长期

未得到根治的问题进行深入整治。
其中，专项行动重点整治领域包括

建筑施工领域、道路交通领域、危险化学
品领域、城镇燃气领域、工贸行业领域、水
上运输和渔业船舶领域、消防安全领域。
此外，特种设备、轨道交通、旅游、农业机
械、油气输送管道、民用爆炸物、大型群众
性活动、重大活动赛事、电力、水利、特种
设备等亦将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与此同时，专项行动重点查处包括
违法转包、分包及资质挂靠的行为，瞒
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停产停
业整顿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的行为
等在内的十三类行为。

《方案》指出，通过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金湾区将整改治理一批安
全生产隐患、依法严惩一批非法违法行
为、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企业、联合
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主体，有效预防和遏
制较大以上事故、减少一般事故。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全面开展地毯式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拧紧拧牢“安全阀”
打好打赢“攻坚战”
金湾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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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18时27分左右，一辆湘BA**01泥头车沿机场路吉林
大学路段行驶过来，金湾交警大队梁警官将车拦停，经检查发现车辆
并未办理准行证。梁警官对司机文某进行安全教育，告诉他冲禁的
危害，让其尽快去办理准行证按规定路线行走。随后，梁警官对文某
驾驶重型货车违反禁行、限行规定行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500元，
并记1分。

加强对泥头车源头治理等的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是金湾区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缩影。

4月1日，金湾区印发《金湾区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镇、各部门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
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工矿商贸、水上交通和渔业船泊、城镇燃
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深入分析研判本
行业领域的安全隐患，紧盯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确保安全隐患排查
不留盲区、漏洞，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到位，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抓出成效。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通讯员 金湾区安委办

4月11日，记者采访获悉，目前，
金湾区各有关单位按照《方案》要求，
对辖区各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地毯式、
全覆盖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安
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金湾区共派出检查组250个，检查人
员1120人次，检查企业638家次，排
查隐患298项，整改隐患173项，责令
限期整改企业69家，停产整改1家。

在建筑施工领域，金湾区加强对
危险部位、危险工序和重要施工环节
的督导检查力度，特别是存在深基坑、
高支模、地下暗挖、高层外脚手架等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重点查处
建筑施工违法分包、转包行为。截至
4月7日，共抽查在建项目74项次，排
查安全隐患82项，发出隐患整改通知
书24份，发出停工整改通知书1份。

在道路交通领域，金湾区全面推
动西部地区交通大整治工作，深入开
展为期一年的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
动，加强货车、泥头车源头治理，严查

“多装、多跑”，非法改装、闯红灯等违
法行为，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车辆、
重点路段的管控力度，严查无证驾驶、
车辆无牌上路和“三超一疲劳”、酒后
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全区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56宗，其中查扣违法摩托车86辆，
查处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
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违法共152宗，
查处超载、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共32宗，打尖插队5宗。

在危险化学品领域，金湾区相关
部门于近日组织坐班专家和监管人员
分别对珠海谦信新材料有限公司和珠
海长先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了安全生产联合检查。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金湾区危化品监管局出动检查
人员18人次，检查危化生产经营单位
9家，发现隐患24项，督促限期整改
企业7家，已完成整改隐患6项。

在消防安全领域，金湾区深入开
展出租屋、“三合一”场所、乡村地区电

气火灾隐患大整治，紧盯大型综合体、
高层建筑、仓储物流、石化园区、人员
密集场所、老旧商混等关系民生民安
的场所整治，严防“小火亡人”。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金湾区消防部门共检
查社会单位51家，下发责令改正通知
书4份，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6
处，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份。

在城镇燃气领域，金湾区开展燃
气安全管理暨无证照经营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派出检查组13个次，检查人
员34人次，检查辖区内燃气经营场所
28家次，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3处，
排查瓶装燃气用气场所及“三小”场所
等10家次，未发现非法经营行为。同
时，金湾区委派第三方专家对全区燃
气经营、使用场所进行“回头看”检查，
共检查燃气经营、使用场所8家，发现
并整改安全隐患7处。

在工贸行业领域，金湾区持续推
进涉爆粉尘、液氨制冷、有限空间、钢
铁冶金工贸企业专项整治工作。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各有关单位共派
出检查人员82人次，检查企业30家
次以及烟花爆竹零售点7家，发现隐
患57条，下达责改文书16份，复查隐
患124条，下达复查文书22份，约谈
企业1家。

在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领域，金
湾区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其中
4月6日，金湾区农业农村水务局联合
三灶镇、金湾渔政大队、三灶派出所等
相关职能部门在三灶镇上表临时停泊
点开展清理整治涉渔“三无”船舶专项
行动，出动工作人员30人次，执法车
辆4辆，执法船只1艘，拖车及自卸拖
车辆两次，查扣涉渔“三无”船舶18
艘。

“为了守护万家灯火，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战，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金湾区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整改隐患173项 责令限期整改企业69家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月 11
日，记者从三灶镇获悉，由金湾区政府和
三灶镇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的市、区、镇重
点民生工程金湾区（三灶镇）社会福利中
心现已对外开放接待展示大厅及样板
房，预计今年9月投入运营。

金湾区（三灶镇）社会福利中心又名
金湾颐养园，是集园林式养老院、康复医
疗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大学、养老
业务培训中心、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管理
用房、养老配套八大使用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养老事业综合体，为长者提供“衣食
住行、防治康养、文娱体游”十二个内容
八十四项服务。

该中心地处金湾航空新城核心区
域，毗邻三灶镇中心城区，南临广东省人
民医院珠海医院，北临金湖公园，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生活配套齐全。项目占地
面 积 25343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62341平方米。
在已开放可供参观的样板房，主要

包括单人间、双人间、多人医疗间三种房
型，其中，目前预订老人最多为双人间。
在双人间里，记者看到所有家具都为无
棱角的适老化家具，卫生间也设置方便
老人弯腰的扶手，并加装紧急报警装
置。此外房间内还提供放大镜装置方便
老人阅读。

中心负责人汪志勇表示，建成后，
金湾区（三灶镇）社会福利中心将具备
金湾区兜底长者的养老服务功能，保障
金湾区户籍长者入住机构养老的刚性
需求，满足珠海市、粤港澳大湾区长者
机构养老差异化消费需求，还能发挥养
老服务基地辐射功能，配合街道社区开
展社区居家养老照护工作，帮助长者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
有所学”。

金湾区（三灶镇）社会福利中心样板房对外开放

预计9月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蒋毅槿

1月19日，一则喜讯从中国能源化
学地质工会传来：中国海油气电集团谭
辉入选“大国工匠”。谭辉获得大奖的消
息立刻传遍了公司，大家纷纷竖起了大
拇指。

谭辉工作在位于高栏岛上的珠海液
化天然气（LNG）接收站，是中国海油布
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座清洁能源接
卸、储存及外输站，至今已累计向大湾区
供应液化天然气超1600万吨。在获得

“大国工匠”之前，谭辉已在这家企业工
作了九年，目前是珠海LNG生产运行部
运行经理。

专注，开创国内LNG先河

9 年前，谭辉毕业后就来到珠海
LNG进行生产准备。彼时，生产准备团
队里绝大部分都是和谭辉一样懵懂的应
届毕业生，有LNG实际操作经验的仅有
1人。在被众人怀疑的时候，不服输的
谭辉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LNG行业做
出一番事业。

为了达到心中的目标，谭辉白天跟
踪项目施工、设备安装调试，提升实操
技能；晚上理论学习，办公桌上堆满了
厚厚的图纸、厂家资料，经常都是最后
一个离开办公室。没有操作规程，那就
自己来。他们这群“新兵蛋子”凭着一
腔热血，历时半年，翻译了近3000页外
文资料，编制了珠海LNG第一版操作
规程。

一年后，珠海LNG迎来了历史性的
时刻——成功接卸首船，并创下了首次
实现了LNG接收站完全自主试车、首创
液氮冷却管道并推广至其他项目、首创

“LNG+BOG”方式冷却LNG储罐实现
储罐冷却零排放等多个第一。

专心，练就十八般武艺

2014年，受到下游用气量少的影
响，珠海LNG无法实现大量气态外输，
设备经常处于低负荷运行模式，这对接
收站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想起当时，谭辉依然心有余悸：如果高压
泵因液位低跳停，会导致下游供气中断，
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及经济损失。谭辉
当时立刻赶到现场，对设备进行诊断，听
出高压泵运行的声音略微偏大，当即判
断出是因高压泵与蒸发气压缩机处理量
不匹配导致，并立即让中控降低压缩机
负荷。终于，高压泵的运行恢复了正常。

凭着这身本领，谭辉累计发现各类
隐患300余次，提出技术改造80余条，
处理紧急事件50余次，并带头总结出2
项国家实用专利、15项操作工法、20余
项节电措施、40余项技术成果，累计节
约生产成本3000多万元。

专业，成为班组定海神针

2021年9月19日，珠海LNG接收站
计划进行首次停产检修。刚接到作业任
务，一大堆问题就接踵而来。检修点涉及
全厂近一半的主工艺高压系统，工艺流程
复杂，涉及能量隔离点50余个、近140个
阀门，细小的疏忽就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
后果。当前正值下游用气高峰，作业窗口
仅24小时，时间紧，任务重，如何做？没
有先例可以参考，怎么办？

谭辉迎难而上，立即组建团队，组织
会议10余次，进行风险分析、方案制定，
反复计算及现场推演，制定作业进度计
划。经过精心组织与团队的周密配合，
他们克服了极端炎热天气及保供压力，
圆满完成了任务。本次停产时间比预期
减少了约5小时，减少天然气的火炬放
空近3万方，降低成本约10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月7日，
金湾区三灶镇异地务工青年综合服务中
心举行了全国“青少年维权岗”授牌仪
式，今年一月，该中心获评全国“青少年
维权岗”，成为全省共青团系统获此荣誉
的三家单位之一。

近年来，三灶镇异地务工青年综合
服务中心在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中取得
良好成效。作为全省直接建立在工业园
区的青年之家，三灶镇异地务工青年综
合服务中心结合工业园区的地域和服务
资源优势，今后将立足全国“青少年维权
岗”，打造面向青少年接受青年咨询的资

讯中心、联系青少年办理共青团业务的
旗舰门店、服务青少年做各类服务转介
的中转枢纽、呵护青少年成长的青年之
家三灶门店。

当天还举行了三灶镇青少年维权宣
传志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自此，该中
心近百名维权志愿者有了自己的“家”。
据了解，自2016年起，该中心积极开展法
律宣讲、个案帮扶、自护宣传等青少年维
权活动，凝聚了一批维权志愿者，他们积
极投身到服务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已成为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的主要力
量之一。

三灶镇异地务工青年综合服务中心举行授牌仪式

获评全国“青少年维权岗”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2022年4
月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颁布以来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为维护国家安全，筑牢人民防线，由金湾
区委国安办、区普法办、区防线办、区海防
办联合举办的“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网络竞
赛”于即日起到4月17日在线上举办。

据介绍，参与群众关注“金湾政法丨和
金湾”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415”，即可

参与答题。参与群众每日均可进入活动
链接参与答题闯关，每人每日有2次闯关
机会，答对5题为闯关成功，获得100积
分，每日积分可累积用于兑换礼品。

竞赛奖项设置一到四等奖，其中一
等奖3名，奖品为电饭煲；二等奖10名，
奖品为电动牙刷；三等奖 80名，奖品为
蓝牙耳机；四等奖 200名，奖品为免水
抑菌洗手液。

金湾区开展“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网络竞赛”

珠海LNG谭辉：

专注专心专业成就“大国工匠”

谭辉在工作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交警大队加强货车、泥头车源头治理，严查“多装、多跑”，
非法改装、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金湾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在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领域，金湾区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