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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9月8日，市政府安委办通
报四批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布一
批单位和个人。

据悉，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
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对“五个一批”（即依法严
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

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
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
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工作要求，我市将
近期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
了通报。

据了解，被通报的单位和个人中，国务院安委

会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发现的 7个重大安全隐患
单位有7家；市政府安委办通报今年以来发生较大
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有9家；市政府安委会交安办
通报2017年第二季度交通安全重点隐患单位有18
家；全市打非治违查获的5起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人员。(详见以下表格）

我市通报四批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公布一批单位和个人

本报讯 （记者 黄乔）“不要
小看我们这小小的‘曝光台’，警醒
作用还真不小，效果也相当好。”在
荣昌区昌州街道、万灵镇等镇街开
设的村级“警示教育曝光台”试点，
近日已逐步向该区各镇街推开。

昌州街道纪工委书记刘梦洁介
绍，自该街道建立村干部违规违纪
公开曝光制度后，村干部的一举一
动都在群众的监督当中，村干部作
风转变大，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对此
举连连称赞。

“我们希望通过强化村级警示
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荣昌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各
镇街的村级政务公开栏中设置“警
示教育曝光台”，第一时间点名道姓
曝光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例，违纪村
干部的检讨书、保证书等还要在其
任职所在村公示，用身边人、身边事
强化警示教育威慑力。

此外，曝光台还曝光中央纪委、
市纪委通报的村干部违纪典型案
例，达到以案说纪的警示教育效
果。同时，区纪委和镇街纪委的监
督举报方式也在曝光台上一并公
布，群众可对村干部的“微腐败”等
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把村干部置于群众监督当中

荣昌建立村级“警示教育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刘蓟
奕）9月8日，记者从市食安办获悉，
从即日起，我市将集中开展食品、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由市食安办会同市商务
委、市公安局、市文化委等8部门联
手开展，是近年来参与部门最多、时
间跨度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
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将重点整治四类突出
违法违规行为：一是治理未经许可
生产、经营、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
二是治理产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
三是治理利用网络、会议、电视购
物、直销、电话等方式违法营销宣
传、欺诈销售；四是治理未经审查发

布保健食品广告和发布虚假违法广
告。

整治对象包括食品、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进口单位，第三方平台
经营者和相关方，以及广告发布单
位，涵盖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销
售全环节，督促生产经营者认真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在整治过程中，我市还将集中
开展宣传教育、集中开展广告监测、
集中开展监督检查、集中开展监督
抽检、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集中
公开整治信息，所有的违法案件都
要处罚到人，形成有效震慑，坚决扭
转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乱象。

我市开展食品保健食品
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 何清平）中央
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
的5集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9月
7日开播。市委巡视机构全体干部
集中观看该片，旨在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政治
巡视，努力开启新一届市委巡视工
作新局面。

五届市委首轮巡视已启动，9
个巡视组即将陆续进驻被巡视区县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该专题片
是巡视机构做好巡视工作的生动教
材，观看该片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
具有指导意义。”市委巡视办负责人
指出，每位干部要以片中透视的政
治巡视内涵、揭示出的巡视如何发
挥标本兼治战略性作用为重点，联

系实际，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在脱
贫攻坚专项巡视中充分发挥“尖兵”
作用。

集中观看后，市委巡视机构
干部表示，专题片充分阐释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
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
排、有效破解自我监督难题的实
践理论探索，展示了中央巡视组
与“老虎”过招的战略定力与高超
智慧。巡视工作成效振奋人心，
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我
们将把观看专题片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
结合，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学
笃用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高质量完成五届市委
巡视任务。

市委巡视机构集中观看
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村干部
权力界定模糊，决策随意，监督力度
弱，群众办事难等，是基层群众诉求
最集中的几个问题。近日，记者在
南岸区长生桥镇了解到，该镇对村
级组织和村干部权力进行了全面清
理，并形成了“微权清单”，以清单
式、流程化的形式明晰权责，管住

“小微”权力，防止村级权力运行“越
界”。

据悉，长生桥镇“微权清单”包
括《村级集体管理事项清单（70
项）》和《村、社区便民服务事项清单
（30项）》，对村干部手中的权力界
限、决策程序、办事流程和办结时限
等问题进行确权和细化，村干部须
照单操作，依规用权，防止滥用公
权。

长生桥镇纪委书记夏兵介绍，
制订“微权清单”的目的就是让村
干部手中的“小微”权力有明确的

“边界”，提高村级办事的透明性和

规范性，给村干部戴上一道“紧箍
咒”。“这个清单很有用，对我们的
权力和职责进行了明确，什么事不
能做，什么事能做、怎么做都一清
二楚。”该镇白沙村村干部周朝平
对记者说。

这份清单确定后，长生桥镇在
宣传栏、展板等多种载体上进行了
公开“晒权”，通过公开权力清单内
容、规章制度、运行程序、运行过程、
运行结果，对群众不清楚、不了解的
事项及时解答，告知群众所办事项
具体步骤，提高群众办事效率。

“‘微权清单’通过晒权亮权，建
立和完善了镇、村、社三级监督体
系，为群众参与督权提供了指引和
路径，加强了基层廉洁工作。”夏兵
表示，针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事
项，长生桥镇还制定了提议、商议、
审议、决议、评议“五议决策法”，实
现了群众全程参与监督，确保权力
公开透明，以此防止“一言堂”。

“阳光”清单管住“小微”权力

南岸区长生桥镇规范村级权力运行

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
发现7个重大安全隐患

市政府安委办通报9家涉及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企业

1-8月，全市已结案7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涉及9家企业，具体名
单如下：

重庆宝田金穗锰
业有限公司

正 鸿 文 化 发 展
（上海）有限公司

中康建设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重
庆天骄监理有限
公司

重庆松宏建筑有
限责任公司、重
庆渝海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陕西广大电炉有
限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包
家高兴红砖厂

重庆亚特高级润
滑油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8日，重庆宝田金穗锰业有限公司秀山溶
溪镇老田庄锰矿，造成3人死亡。

2017年7月14日，袁家岗中新城上城5号楼裙楼负一
层冰纷雪国主体馆在建项目，发生一起较大事故，造成
5人死亡。

2017年3月28日，中康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的，重庆天骄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的江北区石子山中小
学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较大坍塌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2017年6月2日下午6时10分许，大渡口区跳蹬“幸福
华庭”公租房项目配套小学及幼儿园工程施工过程中1
名工人到22#人工挖孔桩作业时发生中毒和窒息，另2
名作业人员下孔桩救援时相继发生中毒和窒息，该事故
共造成3人死亡。

2017年7月18日8时50分许，陕西广大电炉有限公司
在重庆足航钢铁有限公司炼钢车间腾挪钢梁过程中发
生一起较大事故，造成3人死亡。

2017年2月11日16时30分，重庆市垫江县包家高兴
红砖厂在砖窑技改施工中，发生一起较大坍塌事故，造
成4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57万元。

2017年4月6日10时50分，重庆亚特高级润滑油有限
公司在清罐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较大爆炸事故，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57万元。

按照市政府安委办《关于实施道路交通安全重点隐患单位“三追两检一挂牌”
整治的通知》（渝安办〔2016〕81号）要求，2017年第二季度被列为“交通安全重点隐
患单位”，予以挂牌整治的客运、危化品企业名单如下：

（一）对事故率分组排名靠前的客运企业和发生适用一般程序处理且负同等
（含）责任以上的危化品企业进行挂牌整治

客运企业车辆保有量201台以上，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涪陵，0.50%）；

车辆保有量101-200台，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垫江城镇运输有限公司（垫
江，0.95%）；

车辆保有量51-100台，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南川区金山公共汽车运输公司
（南川，1.56%）；

车辆保有量50台以下，并列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涪陵区新妙运输公司（涪
陵，2.78%）、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万盛客运有限公司（万盛，2.78%）。

（二）对违法率分组排名靠前的客运、危化品企业进行挂牌整治

客运企业车辆保有量201台以上，排名第1的是：酉阳县渝安汽车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酉阳，73.33%）；

车辆保有量51-200台，排名第1的是：云阳县重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云阳，
105.49%）；

车辆保有量50台以下，排名第1的是：重庆工贸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北区，200%）。

危化品企业车辆保有量31台以上，排名第1的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
重庆分公司（大渡口，242.67%）；

车辆保有量11-30台，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永川区西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永川，270.83%）；

车辆保有量10台以下，排名第1的是：重庆广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大足分公
司（大足，420%）。

（三）对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5%的客运、危化品企业进行挂牌整治

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5%的客运企业，车辆保有量31台以上排名第1的是：
奉节县奥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奉节，70.37%），排名第2的是：重庆市富吉公路运
输（集团）有限公司（荣昌，71.79%）；

车辆保有量30台以下排名第1的是：重庆市卧龙客运有限公司（涪陵，80%）。
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5%的危化品企业依次为，车辆保有量31台以上排名

第1的是：重庆市大道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州，50.56%），排名第2的是：重庆市
和业运输有限公司（垫江，80.95%）；

车辆保有量30台以下排名第1的是：重庆皓东物流有限公司（长寿，88%）。

（四）对检验率报废率低于100%的客运、危化品企业进行挂牌整治

检验率低于100%的危化品企业为：重庆瑞恩运输有限公司（江津，20%）。

市政府安委会交安办通报2017年第二季度
18家交通安全重点隐患单位

全市打非治违查获5起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在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中，我市认真开展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窝点、及时处置非法运输行为，2
季度共查获5起涉及烟花爆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刘正权
（男，重庆涪陵人）

林其祥
（男，重庆丰都人）

李万文
（男，重庆涪陵人）

钟廷斌
（男，重庆巫溪人）

龙太坤
(男，重庆奉节人)

在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点售卖、储存自制成品鞭炮659饼、
引火线17把（经国家轻工业烟花爆竹安全质量监督检测宜春
站检验，属烟火药，总重量为13.04千克）。经丰都县人民法院
审理，以刘正权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向刘正权售卖引火线（经国家轻工业烟花爆竹安全质量监督
检测宜春站检验，属烟火药）。经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以林
其祥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向刘正权售卖引火线（经国家轻工业烟花爆竹安全质量监督
检测宜春站检验，属烟火药）。经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以李
万文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因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良好，
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违法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治安拘留5日。

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储存易燃有毒醇基燃
料。治安拘留5日。

9月8日，巍巍歌乐山下，沙坪坝区即将奔赴军营的350名新兵来到烈
士墓纪念革命先烈。今年，沙坪坝区广大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
军，共有 1137 人报名应征，经体检、政审等程序后，350 人入伍，其中有大
学生 216 名，占总数的 61.7%。他们将于本月 10-15 日陆续分赴新疆、广
西、四川、西藏等地，开始崭新的军营生活。

通讯员 何超 摄

沙坪坝区新兵中大学生占比逾六成

8月14日至18日，国务院安委办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组对我市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期间，督导组采取明查和暗访两种方式，对全市14个
区县、38家企业进行了督导和暗访。其中，暗访小组抽查的15家涉粉尘企
业中有7家存在粉尘爆炸重大隐患。具体名单如下：

重庆宗申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重庆汉森木业有限公司

重庆长庆压铸有限公司

重庆力杰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

重庆品智家居有限公司

重庆双胞胎饲料有限公
司

重庆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部分除尘系统设计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设置进出
口风压差监控报警等监测装置，未采取控爆措施
如泄爆、惰化装置。与抛丸机相连的干式除尘器
安设在2台直燃燃气热处理设备之间相距不足1
米，安全距离严重不足。

袋式除尘器设置在除尘系统正压段。

部分除尘系统设计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设置进
出口风压差监控报警等监测装置，未采取控爆
措施如泄爆、惰化装置。打磨作业区域采用轴
流风机正压吹送粉尘至砖结构巷道式沉降室。

过滤装置未与喷粉室隔离。

员工宿舍紧邻砂光机相连的除尘器，且除尘管道
未设置火花探测装置；两个不同防火分区构建筑
物的除尘进风管连接同一台除尘器。涉粉作业
人数超过60人，而排查表中填报为15人。

原料投料口除尘器风机设置在除尘系统正压
段。

部分除尘系统设计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设置进
出口风压差监控报警等监测装置，未采取控爆
措施如泄爆、惰化装置。仅粉尘清理打磨岗位
就有37个，还有数台抛丸设备，而排查表中填报
为25人。

9月8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在天津市奥体中心圆满闭
幕。在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中，重庆代表团共派出142名
运动员参加了16个大项、66个小项的比赛；群众项目中，
我市共有13个大项的126名运动员晋级决赛。最终，重
庆体育健儿交出了4金7银9铜的成绩单。

最闪耀 女将包揽4枚金牌

重庆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上收获的4枚金牌均来自
女将，她们分别是谭中怡（国际象棋）、施廷懋（跳水）、周美
玲（跆拳道），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在女子跳水双人和单人3米板的比赛中，奥运冠军施
廷懋拿到两块金牌，是重庆代表团夺金最多的运动员；她
个人也实现了在女子跳水3米板项目上奥运会、世界杯、
世锦赛以及亚运会、全运会的“全满贯”。

身高1米78的涪陵“高妹”周美玲，因为在开幕式上
担任重庆代表团旗手，又在女子跆拳道57公斤级比赛中
夺冠，让赛场内外的许多人记住了她。

在比赛中，带着伤病上阵的周美玲经历加时、绝杀、逆
转等惊险环节，最终拼得了冠军。就连央视体育评论员对
她也不吝赞美之词：“这位重庆姑娘用金牌捍卫了自己的
旗手荣誉！”

最坚持“四朝”老将令人动容

算上本届参赛，来自万州的钟国顺已是第四次代表重
庆征战全运会。在此前的三届比赛中，具备夺牌实力的钟

国顺由于伤病而未能收获奖牌，但他没有放弃希望。
本届全运会上，30岁的钟国顺是以队员兼教练的身

份参赛。虽然早已过了举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但他仍以
总成绩354公斤夺得男子77公斤级举重银牌。这也是重
庆直辖以来收获的第一枚全运会男子举重奖牌。

赛后，钟国顺表示，“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下一届
全运会我还想参加。今后，即使我不在赛场上了，也会在
其他地方继续为家乡的举重运动做贡献。”

最有梦“重庆飞人”摘得两铜

重庆代表团在全运会田径场上收获男子20公里竞
走、男子200米、男子4×100米接力、男子4×100米接力
（青少年组）1银3铜的好成绩。其中，“重庆飞人”别舸在
男子200米、男子4×100米接力两个项目上均获得铜牌。

今年25岁的别舸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体尖生，后来
从字水中学选入重庆田径队，开始专业运动员生涯。近年
来，别舸在男子200米项目上成绩突出，去年先后在全国
田径大奖赛、冠军赛中夺冠，并在全运会预选赛中创下20

秒64的个人200米最好成绩。
去年因未能达到奥运标准而无缘里约奥运会，但别舸

相信自己还有提升空间：“我的奥运梦想不会变，我会继续
努力！”

最惊喜 业余选手崭露头角

在本届全运会中增设了攀岩、轮滑等19个群众比赛
项目，让更多体育爱好者也登上了全运会竞技的大舞台。

据了解，重庆有数万名体育爱好者参加了本届全运会
群众比赛项目的预选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126名“民
间高手”入选13个群众项目的决赛，并斩获1金4银5铜。

其中，金牌获得者为谭中怡（国际象棋快棋女子个人
组）；4枚银牌的获得者分别为文纪全（国际象棋快棋中老
年业余组）、重庆龙舟女队（女子500米22人）、冯辉（轮滑
女子花式绕桩）、赵凯欣（羽毛球女子单打）。

5枚铜牌的获得者为杨鼎新（围棋）、尹霞（女子孙式
太极拳）、重庆龙舟女队（女子100米22人赛）、赵凯欣与王
飞（羽毛球混双）、林晟与练兵（羽毛球男双）。

第十三届全运会闭幕，重庆健儿收获4金7银9铜

盘点赛场上的“重庆之最”
本报记者 刘蓟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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