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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伊川县纪委监委举办“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伊川县
纪委监委、县委巡察办 80 余名党员干部聆听了
讲座。

讲座以《修好党史必修课 继往开来启新程》
为题，深刻阐述了学党史的背景及重大意义，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系
统回顾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精准地讲
解剖析了百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整场讲座既有
系统全面的理论传授，又有丰富翔实的事例论证，
主线清晰、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让全场党员干部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讲座深刻领会到学
习党史的重要性，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
斗历程、宝贵经验和伟大贡献的了解，坚定了信
仰信念，领悟了责任担当。作为纪检监察干部，
将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效，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
行动自觉，奋力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开新局、
谱新篇。 （常昊宗 张渊博）

聆听党史讲座
汲取初心力量

7月1日，在伊川县党建主题公园广场上，该县
县直机关 28 个党组织 168 名新党员面向鲜红的
党旗，举起右拳许下铮铮誓言，嘹亮的声音、饱满
的热情抒发着对党的忠诚，铿锵有力的誓词在广
场上久久回荡。

宣誓仪式后，新党员代表、老党员代表和入党
积极分子代表分别作了发言，表达了对党的深厚
感情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伊川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对新党员表示
祝贺的同时，也对大家寄予殷切期望：希望新党员
坚定信念，时刻牢记使命，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
育、管理和监督，不断加强学习，投身实践，为党旗
增辉，用淡泊名利的胸怀彰显奉献；不要辜负党组
织的期望，牢记党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
足本职岗位创先争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无
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期望入党积极分子认
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勤奋工作，严于律己，争取
早日加入党组织。

此次入党宣誓活动，激发了新党员的荣誉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党性观念，坚定了全体党
员立足岗位、创新奉献的信心和决心。

（赵伟 吴晓晖）

铮铮誓言 初心如磐

近日，伊川县工业项目建设现场会暨
“百人助百企”活动动员会召开，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市委近期关于发展项目、服务企
业系列重要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以来全县
项目招商及建设工作，部署全县“百人助百
企”活动。

会议召开当天上午，伊川县四大班子
领导、15个乡镇（街道）及县直相关委局主
要负责人，先后到酒后镇洛阳玉智水泥制
品有限公司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生产项目、
河南六建门窗有限公司一体化门窗生产项
目、洛阳邦德科技有限公司超硬材料生产
项目，彭婆镇洛阳申隆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转型升级项目、中钢洛耐新型耐火材料产
业园建设项目，白沙镇洛阳天凯建设有限

公司沥青混凝土及水泥稳定碎石加工建
设项目、洛阳大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耐磨
材料及中小型矿山机械设备项目进行了
现场观摩。

会上，酒后镇、彭婆镇、白沙镇分别汇
报了今年以来工业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
项目招商经验做法。会议还传达了全县

“百人助百企”活动实施方案及伊川县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办法。

就做好全县下步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伊川县当前各项
社会问题的关键，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认清
形势，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到省委、市委对
服务企业、项目建设等工作安排的重要意
义，坚决贯彻落实好上级要求，狠抓项目建

设、企业发展；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坚
持项目为王，切实把项目建设、服务企业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以赴推进工业经
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伊川整体社会面貌的
改善。

会议强调，要认真开展“百人助百企”
活动，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与分包企业
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帮企业解难、
帮企业解忧，同时通过与企业的沟通交流，
提升工作能力水平，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达到以商招商的目的。要学习白
沙镇、酒后镇好的做法，与企业加强沟通联
系，树立良好的口碑，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借鉴彭婆镇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
智能化、科技化改造的经验做法，走出去

向先进企业学习，拓宽视野、开动脑筋，激
发企业家自我发展、向高端发展的积极性。
要向科技要效益，引进先进技术，坚持走以
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道路，推动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要指导企业按照绿色化、数字
化标准进行改造，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向高端发展。

会议要求，严格考核制度，全面推进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企业的考核和奖惩
工作，树立“招商引资看资金到位、项目建
设看投资实效、企业发展看纳税增收”的目
标导向，通过定期开展观摩评比活动，对各
级各部门助企活动进行考核评价，确保通
过“百人助百企”活动助推伊川经济社会实
现高质量发展。 （郝盼弟 张渊博）

伊川县工业项目建设现场会暨“百人助百企”活动动员会召开

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七下八上”是洛阳防汛关键时期，市应
急管理局会同市气象局等13家市减灾委主
要成员单位，对 7 月（主汛期）洛阳市自然
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具体情况
如下：

一、气候趋势预测
常年7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39.2毫米，

其中栾川最大，为 184.2 毫米，其他地区为
110.3 毫米~151.5 毫米。常年 7 月全市平均
气温为26.4℃，其中栾川为23.8℃，其他地区
为25.9℃~27.4℃。

预计今年7月我市降水量偏多0至2成，
平均气温略偏高 0℃~1℃，月极端最高气温
37℃~39℃。

二、7月灾害风险预判
综合判断，今年 7 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

主要表现在：
（一）气象灾害。主要灾害为高温湿热、

暴雨（含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和臭氧污染等带来的风险。

（二）水旱灾害。全市总体降水偏多，山
区丘陵地区因短时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山洪、
中小河流域洪水等风险，区域性、阶段性干旱
也有可能发生。

（三）地质灾害。参考历年同期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情况,在局地强对流天气影响下，极
易造成山体滑落、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四）地震灾害。洛阳前兆观测台网地
温、地电、地倾斜、地磁、水氡等观测资料均
未发现短临异常。各宏观测报点未见宏
观异常现象，晋陕豫交界区的近期前兆交
换资料亦未见明显异常。综合分析认为，
7 月洛阳及邻区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
不大。

三、防范对策及建议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密切监视水情、

雨情、汛情，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及时发布预
警，尤其要加强局部突发性灾害预报预警，第
一时间通知到村、到户、到人；要严格落实汛
期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各类应急救
援队伍保持全员在岗，并认真做好防汛应急
预案演练工作，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拉得
出、抢得住。

（一）加强隐患治理。各有关部门要严格
落实自然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加大对本行业
领域重点工程、重点部位、重点河段、重点地
质灾害监测区域安全隐患排查力度，立查立
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制定行之有
效的防护措施，确保人员、财产安全。

（二）做好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门要
加强对露天矿山、尾矿库和排土场的巡查

督导力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做好应急准
备；水利部门要重点防范山区、丘陵地区因
局部或持续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加大中
小型水库和淤地坝巡查频次，做好物资储
备和调度演练工作；交通部门要加大对临
水临崖、桥梁、涵洞、树木较多等事故易发
路段巡查力度，强对流天气严格水上交通
管制规定，防止船舶冒险出航；建设施工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建筑工地现场监管，制定极
端天气应对预案，科学组织施工，做好深基
坑工程、有限空间作业、模板支撑体系等重
点部位安全防护和监控，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对旅游景点、切坡
建房居民点周边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隐
患巡查排查；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窨井
盖、行道树、广告牌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排
查，重点加强城市积水点监管，设置警示标
识，及时排涝，并安排专人盯守，确保行人、

车辆安全；工信部门要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安全事故防范意
识，落实防火防爆、防中毒窒息、防泄漏、防
触电、防高空坠落等安全措施；林业部门要
注意防范林区农耕生产、施工及输配电线路
引发森林火灾风险；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
草地贪夜蛾、粘虫、甜菜夜蛾、蝗虫等植物病
虫害和黑热病、猪乙型脑炎等动物疫情的监
测防治力度，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教育部门
要加强学生防雷避雷、防中暑、防冰雹、防溺
水等假期安全教育，适时开展教室、宿舍等
校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旅游主管部门要
加强旅游安全宣传，做好景区自然灾害的防
御及抢险工作。

（三）严格疫情防控。各地各部门要加大
防控力度，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做好
新冠肺炎疫苗全员接种工作，努力保障全市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021年7月（主汛期）洛阳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分析报告

7月1日，伊川县人民广场诚信亭揭
牌仪式举行。

伊川县人民广场位于伊川县政和路
东段，东临智慧政务服务中心、西至伊尹
路、北至仁和路、南至新城大道。作为该县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于2019年
11月20日开工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九宫格游园、诚信亭等 10 余个景观区
域。其中，诚信亭通过介绍北宋诚信状
元王拱辰为官55年，以诚信正直的品格
和卓越的才华得到百姓尊敬的事迹，在
全社会倡导诚信文化。

诚信亭以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将
成为伊川美化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
弘扬诚信风尚的新阵地和重要载体。

黄义利 周顺杰 钟响亮 摄

伊川县人民广场诚信亭：

宣传历史文化
弘扬诚信风尚

洛阳市减灾委办公室 洛阳市应急救援总指办

洛阳市危险化学品和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二季度安全生产考核记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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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洛宁县

洛宁县

栾川县

嵩 县

汝阳县

汝阳县

偃师区

偃师区

偃师区

偃师区

偃师区

孟津区

孟津区

孟津区

孟津区

老城区

宜阳县

洛宁县

洛宁县

汝阳县

汝阳县

汝阳县

汝阳县

栾川县

栾川县

栾川县

栾川县

孟津区

企业名称

洛宁石化能源加油站

洛宁昊天石油产品有限公司

洛阳丰瑞氟业有限公司

嵩县恒利塑料有限公司

洛阳志曌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龙泽能源有限公司

洛阳合隆工业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合隆工业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英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偃师市绿佳贸易有限公司

偃师市首阳山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河南销售洛阳油库

洛阳聚鑫石化建材有限公司

洛阳华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惠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市万科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鹿角岭矿山

洛阳荣基矿业有限公司杨坪沟金矿

洛宁县千山矿业有限公司五龙沟金矿

汝阳县宏博矿业有限公司斜纹选厂

汝阳县宏博矿业有限公司王坪西沟矿区

郑州大地铁路工程有限公司大安采石分公司

洛阳市豫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丰瑞氟业有限公司马丢萤石矿三号矿体

栾川县富祥矿化有限公司炉场沟铅锌矿

栾川县鑫宝矿业有限公司扎子沟矿区钨钼铅锌矿二号矿体

栾川县中州九鼎矿业有限公司西沟铅锌矿

孟津煤矿

负责人姓名

刘建立

李相楠

王中喜

高社涛

王伊兵

姬长春

耿庆志

耿庆志

耿定安

袁 航

鲍建设

常树森

杨广举

郑晓伟

梁林灿

惠海林

张光明

卓海峰

程高锋

蔚来合

王 钦

赵银武

宫建堆

张菁华

王 勇

王金成

张书正

薛 勇

记分情形（对应记分标准）

加油站职工张四新未经安全培训教育合格上岗

加油站职工冯寿海未经安全培训教育合格上岗

未按照标准设置、使用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液化石油气储罐、丙烷储罐未设置温度、压力、液位超限报警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

未按规定组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未按规定组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有毒可燃气体泄漏报警仪现场无声光报警功能

主要负责人未每天作出安全承诺并向社会公告

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

安全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保养并保证有效运行

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建设项目未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未按规定组织安全培训教育

安全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保养并保证有效运行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情况

未按规定制定隐患治理台账

监测监控数据缺失（监测监控数据与实际不符，监测监控传感器未调试到位）

废弃巷道封堵不及时或采空区处理不符合要求（废弃巷道封堵未注明责任人、封堵日期）

废弃巷道封堵不及时或采空区处理不符合要求（废弃巷道封堵不规范，无泄水孔）

矿山安全六大系统缺失（主巷道风速监测传感器损坏）

存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落实等违法行为

扣分情况

-3

-3

-6

-3

-3

-3

-3

-3

-3

-6

-6

-3

-6

-3

-6

-3

-3

-3

-3

-3

-3

-3

-6

-3

-3

-3

-3

-6

年度剩余积分

9

9

6

9

6

9

6

9

6

6

9

6

9

6

9

9

9

9

9

9

9

6

9

9

9

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