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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土地面积 使用年限至 参考价 备注

阳信县水落坡镇东
綦村东首财产一宗

9 . 94亩 2063年5月 514 . 4万元 距大高收费站5公里，房
产5686 . 2㎡

滨城区梁才办事处
滨海路以北的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房屋

33 . 4亩 2056年12月 614万元 位于滨州东外环与北外环
交界处，房产2063 . 73㎡

无棣县棣庆大街11
号土地使用权一宗

53亩 2056年6月 502万元
位于205国道无棣转盘西
一公里，不含地上建筑
物。

邹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一宗

法人股756022股，
个人股6963股、5802股

该行经营状况好。
标的可整体可分割拍卖。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杜雅
楠 通讯员 孙宝柱 张晓丛)

滨城区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24家，被列为滨州市危化
品重点县区。2014年，滨城区与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签订协议
选派了12名专家组成3个专家
组，对23家重点危化品企业的
安全隐患进行“专家会诊”。

8日，“安全生产滨州行”到
达滨城区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自2003年成立以来，中裕食品

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ISO2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HACCP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安全标准
化三级。记者了解到，中裕食品
不断加大特殊作业许可管理，
规范许可流程，实现了安全作
业；同时，在安全自查、部门互
查的基础上，投资引进第三方
安全检查机构到现场进行安全
检查，解决了公司内部安全管

理“灯下黑”的现象。
2015年，滨城区推行危化

品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签订长
期服务协议和危险化学品企业
引入第三方参与安全生产管
理，同时，在加强班组长培训，
推行作业本制度的基础上，开
展特殊作业公司级责任人实名
制、安全设施管理实名制及开
停车管理、变更管理实名制工
作，夯实危化企业基础工作。滨
城区借鉴过往经验，继续采取

不同的方式聘请高层次专家进
行诊断检查。1月20日至29日配
合滨州市安监局组织专家对14
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展了
诊断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安监
部门与工业园区聘请专家检查
企业13家，3月下旬、4月下旬两
次聘请专家对重点企业进行了
复查，共复查隐患720项，整改
隐患711项。

2015年5月，滨城区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与滨州安科中

心、华诚设计有限公司和滨州
学院安科分院签订年度隐患排
查服务协议，共签署企业20家。
滨城区部署、调度企业聘请服
务机构开展自查的情况，截至
目前，已开展检查的企业有15
家，并协调滨州工业园区安监
办聘请滨州学院安科分院专家
对园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
全大检查，检查企业9家，共查
处隐患76项。

沾化建全市首个危化品特殊作业实训基地，预计8月投入运行

监监管管和和执执法法并并重重，，打打破破““首首犯犯不不罚罚””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孙宝柱 张美芹 记者
王茜茜) 上半年，沾化区

安监局加强政府监管和执
法并重，创新“企业约谈”模
式，实行安全生产公示亮灯
制度，对特殊作业环节存在
问题的企业“首犯罚款”，积
极推进安全生产精细化管
理。同时，为实现企业各层
安全操作能力和水平，投资
建设了全市首个危险化学
品特殊作业实训基地，预计
8月份投入运行。

上半年，沾化区委、区
政府3次召开安全生产专题
会议，构建“1+13”一岗双责
责任体系，明确了区安委会
框架内1 3个专业委员会职
责，固定每月6日为“下基层
检查日”，并在全区实行安
全生产述职制度，纳入全区
科学发展考核。

据 介 绍 ，沾 化 区 共 有
2 0 0多家危险化学品企业，
居全省前三名，强化危化品
安全监管成为沾化区的重
要任务。在继续实施安全隐
患闭合滚动排查治理模式
的基础上，突出企业自查自
纠、分析研判和特殊作业管
理，对整改不到位、安全隐
患重复出现频次高的企业
进行约谈警示，并加大行政
处罚力度。今年以来组织开
展检查活动3次，检查企业
163家，查消隐患2167条，并
对在特殊作业环节存在问
题的2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
罚，打破了以前“首犯不罚”
的理念，加大执法力度。同
时，开展危化品百日安全专
项整治，由政府出资购买中
介机构服务，对全区68家达

到试生产的企业进行全面
排查整治，并对每家企业安
全生产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评价，对安全评价较低的8
家企业聘请中介机构进行
一对一全面帮包整改，直至
达到基本要求。

将准备拆除的化学品
企业厂地改造，投资30余万
元建设危险化学品特殊作
业 实 训 基 地 ，通 过 理 论 考
试、现场演示、实战模拟，对
特殊作业安全负责人、管理
人员、操作人员和监护人进
行实操考试培训，并购入或
委托开发以八项作业考点
为通关点的过关游戏，以适
应当代青年的培训及考试，
将特殊作业实训基地发展
为安全技能实训及培训中
心。目前实训基地正在建设
中，预计8月初投入运行。

今年市安监局下发《关

于在全市安监系统推行“安
全生产精细化管理”的实施
意见》以来，沾化区在辖区
各企业积极推行以“三位一
体”、“四化同步”“五型队
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精细
化管理。在危险化学品、冶
金、烟花爆竹、非煤矿山等4
个行业领域选取试点单位
划定“内外网”，落实“实名
制”。结合制度化、标准化、
精细化，加快沾化“安监云”
建设，建设全区统一标准的
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和
集远程监控、智能分析、预
警预报、自动连锁、区域预
警等“多位一体”的信息平
台，逐步实现区、乡镇、生产
经营单位纵向互联互通，与
行业部门的信息平台横向
对接、信息共享。同时抓好
乡镇基层安监执法队伍的
标准化建设。

本报7月9日讯(通讯员 孙宝
柱 唐家兴 记者 王茜茜) 今
年以来，北海经济开发区安监中心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创新安全生产工作，加
强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实现全区职
业卫生基础设施全覆盖，组建了北
海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协会，并试
点推进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以点
带面，全面提升。

按照全市安监系统统一安
排，北海经济开发区在全区范围
内试点推行安全生产精细化管
理，区内6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已完
成网格化和“实名制”管理工作，
20家工商贸企业已完成“内网”建
设工作。

加强安全生产的专业化水
平，北海经济开发区安监中心围
绕“组建安全生产专家组”和“实
行安全专员制度”两项新模式开
展工作。将全区各部门负责安监
工作的人员统一组织，组建完成
了全区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组
下设冶金有色、化工、工商贸、建
筑施工、交通运输、港航渔业六个
分组，负责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方
面的调查研究，开展安全生产行

业自律互查活动，开展安全生产
公益性活动和咨询服务等；并面
向社会招聘4名安全专员，形成企
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通过安全
生产协会和安全专员制度，打造
一支“安全生产专家”级队伍，提
升全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能力。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开展了
“践行‘三严三实’、转变作风、体
验一线”系列活动，安排中心职工
深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生
产一线，通过与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企业生产一线职工同工
同劳、同吃同住等方式，不检查、
不指导，参与企业生产活动，了解
企业职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
识，摸清企业安全生产现状。

同时，结合职业卫生基础建
设“回头看”活动，对用人单位职
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活动按照

“全面启动，扎实推进；先重点行
业，后一般行业；先自查自纠，再
监督验收”的原则，采取资料审
查、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截至目前共检查企业18家次，查
出隐患60余项，实现了全区职业
卫生基础建设全覆盖。

山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厂区内设置了安全生产管
理网络图。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

北海新区打造安全生产专家队伍，

全区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实现全覆盖

2200家家工工商商贸贸企企业业
完完成成““内内网网””建建设设

北海经济开发区积极推进“三位一体”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在企业
的重大危险源旁都设置了安全告知牌。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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