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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合法性审查取得初步成效

取缔关闭企业642家

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

全省整治重大
隐患660项

我省曝光一批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为

首期全国职业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举办

9月5日，全国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
班开班仪式在河北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举
行。来自全国 60 家甲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
技术骨干共计60余人参与培训。

据悉，本期研修班，是由国家安监总局举办的第
一期专门针对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级研修
班。本期研修班为期 12 天，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7 年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研究与应用”
项目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成果，旨在为职业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培养一支知识结
构合理、实践能力突出、综合素质优良的中青年技术
骨干队伍。研修班将积极创新改革职业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方式，采取教学与研讨相结合、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增强体验互动，推动学员与教师之
间、学员之间、学员团队之间的交流活动，培养和提
高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归纳、交
流表达、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抓好职业卫生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十三五”职业病防治工作目标的迫切需要；是安全
监管部门有效履行法定职责，加强职业健康执法的
迫切需要；是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保障劳
动者职业健康的迫切需要；是提高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质量和水平，实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开展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
训工作，可积极推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改进目
前存在的技术报告质量不高、技术服务工作不规范、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全面、不准确、技术报告针对性
有效性差等问题，提高其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

（方素菊）

从 9 月 7 日召开的全省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调度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危险
化学品和烟花爆竹行业合法性审查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
企 业 6736 家 ， 发 现 隐 患 及 问 题 7475
项，经济处罚1448万余元，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企业 400 家，取缔关闭企业 642
家，吊销 （暂扣） 证照企业46家。

从合法性审查情况来看，除企业生
产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外，还发现有的
企业自动化设施未投入使用或未能正常
运行，有的停产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过期等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企业
缺少规划许可证件、建筑施工许可证、
消防验收等手续，或相关手续不完善。
一些加油站还存在缺少合法有效的经营
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等。

下一步，我省将开展合法性审查回
头看工作，确保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和烟
花爆竹企业全覆盖，确保审查不漏企
业，不漏审查项。针对审查中发现的问
题隐患，职能部门要对其追踪整改，确
保合法性审查效果。紧盯企业整改实
效，要求企业对隐患进行全面分析，找

准原因，逐一制定整改计划，做到隐患
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

“五落实”，坚决防止隐患转变为事故。
对限期整改的企业逐个进行复查验收，
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企业，启动严厉的
行政执法程序，用法治手段推动企业按
要求完成整改。

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全省开展了
为期 5 个月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审查工
作以问题为导向，对全省危险化学品

（含烟花爆竹） 生产、储存、经营 （带
储存）、使用单位开展合法性审查。审
查重点包括：无证、证照不全或相应的
行政许可证照已过期但仍从事生产使用
经营的；超设计能力组织生产和超许可
范围生产使用经营的；关闭取缔后擅自
进行生产使用经营的；停产停业整顿不
合格或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使用经营
的；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手续的；违反相关规定，擅自改变

或变更平面布局、设备装置、原辅材
料、操作参数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
未通过验收或自动化控制系统未正常投
入使用而继续进行生产的；存在重大事
故隐患而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情况；其
他违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运
输、特种设备、城乡规划、建筑施工、
工商登记注册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违规
行为。

（方素菊）

从省安监局获悉，自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
以来，截至今年 9 月 11 日，全省共排查各类重大隐
患 733 项，已完成整改 660 项，整改率 90.1%；依法
打击各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5014起，关闭取缔非法
企业 1880 家，停产整顿 967 家，暂扣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 172 家，追究刑事责任 20 人，联合惩戒失信企
业7家，问责曝光工作不力的单位45家。

今年7月，省安委会印发《河北省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方案》，要求 7 月至 10 月底在全省范围内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
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问责曝光一批责任
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推动安全生产各项
重点工作扎实开展，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 （金炎霏）

从9月7日召开的全省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调度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
省烟花爆竹“打非”活动成效明显，共
查获32个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作坊、225
个非法经营窝点、239 个非法储存窝

点、60台非法运输车辆；收缴8461公斤
非法生产药物、1300公斤易制爆化学
品，2.66万枚礼花弹（含“土地雷、开
天雷”）、0.79万枚半成品，136.42万枚
双响炮（含“高空礼炮”）、11.66万枚

半成品，收缴3.38万箱鞭炮、7.99万箱
组合烟花。有效打击了非法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确保了
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方素菊）

今年以来全省烟花爆竹“打非”活动成效明显
共查获32个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作坊

近日，全省曝光一批在安全生产大
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
行为。

这些重大安全隐患和严重违法行
为包括：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敬老院未
按规定设置消防车通道；未按规定设
置消防水源；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女
生宿舍楼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
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女生宿舍
楼一层外窗被封堵，设置栅栏，影响
逃生和灭火救援；女生宿舍楼疏散指
示标志设置不符合标准。张家口市长
安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一、二、三层中

庭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损坏的数
量超过该防火分区防火分隔设施数量
的 50%；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
使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
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一、二层中庭改
扩建部分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一、二层中庭擅自改变原有防火分
区 ， 造 成 防 火 分 区 面 积 超 过 规 定 的
50% ， 不 符 合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GB50016- 2014） 》 第 5.3.1 条 的 规
定。张家口市纬一路万博大市场东侧
消防车通道宽度不足 4 米；三个大厅
外 窗 设 置 影 响 疏 散 灭 火 救 援 的 铁 栅
栏；东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为局部简

易灭火系统，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无法正常使用；西厅屋顶为聚苯乙烯
泡沫彩钢夹心板，耐火等级不符合要
求。怀来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一至四
层现为敞开式楼梯间，应设置为封闭
式楼梯间；一至四层无排烟系统，应
设置为机械排烟。张家口市蔚县苏官
堡华严寺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地带
内违法建设行为。

泊头市鸿宇保鲜冷库压力容器未办
理使用登记，未检验。泊头市荣昌果品
贸易有限公司保鲜冷库压力容器未办理
使用登记，未检验。泊头市大发贸易有
限公司保鲜冷库压力容器未办理使用登

记，未检验。泊头市东方果品有限公司
保鲜冷库压力容器未办理使用登记，未
检验。泊头市万隆果品有限责任公司保
鲜冷库压力容器未办理使用登记，未检
验。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镇第一小学未
按规定配置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
志；教学楼二、三层，宿舍楼二层安全
出口数量不足。武强县年画博物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恢复
正常运行；拆除消防控制柜，致使自动
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联动控制；气体灭火
系统不能使用；该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
动切换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金炎霏）

相 关

全域皆风景 四季都能游
——秦皇岛打造世界一流滨海康养旅游度假区（上）

我省划定南水北调
工 程 水 源 保 护 区

一级水源保护区面积为
112平方公里

2635名A、B类
驾驶证驾驶人被降级

聚焦第二届省旅发大会

□记者 郭 猛 宋柏松 王成果

过去说起到秦皇岛旅游，人们往往只想
到夏季的碧海金沙，如今，北戴河不再是一枝
独秀，“滨海游”也不再是唯一标签。再到秦皇
岛，游客可上山、下海、进村，全域都有看头，
春夏秋冬四季皆能游。

第二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 9
月17日在秦皇岛市启帷，此次大会不仅为嘉
宾奉上一场全新的旅游盛宴，也将为这个旅
游城市打开一个发展全域全季旅游的新窗
口。向着“打造世界一流滨海康养旅游度假
区”的目标，秦皇岛正全面发力。

从单一景点观光游转向成串
连片全域游，打通由山到海的旅游
大通道

脚下，是伸向远方的铁轨；身后，是一望
无际的大海。

作为第二届省旅发大会支撑项目，位于
秦皇岛港西港区老码头的山海旅游铁路即将
通车。

这是全国独有的一条贯通山海的铁路
线，起点“开埠地车站”是一座观光火车站，终
点是海港区驻操营镇板厂峪景区。它本身就
是一个旅游产品，串联起了秦皇岛的山、海、
长城、森林、地质遗迹、古堡村落等特色景观。

这条全长 41 公里的铁路串联起新澳海
底世界、紫云山滑雪场、老君顶、板厂峪景区
等人文和自然景观。乘坐观光小火车，游客可
实现上山、下海。

“这正是规划设计这条旅游铁路线的目
的。”中国中建设计集团城乡与风景园林规划
与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吕宁介绍，秦皇岛多年
以来以北戴河和山海关为核心吸引点，以提供
观光旅游产品为主，这样的旅游产品供给已经
不能满足旅客需求，亟需拓展旅游空间。

如何使旅游空间由滨海向全域转变，成
为秦皇岛市在本届旅发大会上的一大课题。

山海旅游铁路打开了一个窗口。
吕宁介绍，在做本届旅发大会规划设计

方案时，团队调研发现，秦皇岛其实拥有大量
丰富、宝贵的旅游资源，就像散落在各个角落
的“珍珠”，只是有待挖掘。而这条由老货运铁
路线改造而来的旅游铁路线，连通山海，将许
许多多旅游的点连成线，拉长了旅游线路，可
有效促进深度旅游。

打通全域旅游的“经脉”，一条铁路线还
远远不够。

距离旅发大会越来越近，海港区董家口
村村民董玉埔抑制不住期待的心情。

今年“五一”，许多游客走进北部山区，沿
着公路看长城、赏美景、住农家，深度体验山
区郊游的乐趣，让紧邻公路、农家乐原本就非
常红火的董家口村更火了。“五一”三天假期，
董玉埔的“不等花开”农家乐饭店净收入
4300多元。

董家口村游客攀升得益于一条公路——
环长城旅游公路的贯通。这条公路把山海旅
游大通道延伸至长城脚下，串连起北戴河、金
梦海湾、祖山景区，以及北部山区的老君顶、
板厂峪、董家口、九门口、圆明山等景区，形成
旅游景观环线。

以路串点、以点带面、城乡融合，秦皇岛市
积极完善旅游交通网，实施一系列国省干线绿
化提升工程，目前，全市建成 78 公里的山海
旅游景观走廊和75公里的环长城旅游公路。

从此，游客可在铁路和公路网中，上山、
下海、进村，秦皇岛市山、海、城融为一体的旅
游格局渐行渐近。

从 单 一 旺 季 旅 游 迈 向 全 年
四季旅游，拉长旅游业时间轴

9月8日，记者来到秦皇岛渔岛海洋温泉

景区，只见室外的滨海沙滩上，身穿各色泳衣
的游客或水中嬉戏，或脚踩细沙沐浴日光；室
内的温泉汤池中，玩累了的游客泡进温润的
水中休憩谈天。

“往年一过九月份，景区就进入了淡季。越
往后天气越凉，游客少了，冷冷清清，景区工作
人员会停薪放假。”景区接待部经理潘超说。

如今，这家景区开发出温泉度假项目，打
出“给父母一份孝心”的健康养生新招牌。“这
样，即使天冷了，游客也照样来，淡季变成旺
季，一年四季都是旅游好时节。预计今年冬
天，300 多名工作人员将全部留岗上班。”潘
超说。

“秦皇岛旅游的特点是‘热热闹闹’‘冷冷
清清’，即越热越闹，越冷越清。这是因为我市
冬季气温偏低，且以海滨为主要吸引点，导致
夏季旅游集中，冬季成为淡季，‘一年得有半
年闲’的旅游现状对全市旅游业发展极为不
利。”秦皇岛市旅游委副主任王海东介绍，把
淡季变短变旺，把旺季变长变热，实现全季旅
游，是秦皇岛市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像渔岛一样，从单一的海滨游拓展到多
领域、多时段旅游，本届旅发大会诸多项目都
具有这样的特点。

在本届旅发大会总体规划中，特别注重
了在时间层面，要求“由单一旺季旅游迈向全
年旅游”，提高全年旅游收益。在设计的项目
中，国际康养旅游中心、亲子养生乐园、金士

红酒养疗庄园、葡萄小镇等多个项目的适宜
旅游时间都是全年。

“我的左手边是天女小镇游客中心，右手
边的山体上，将建起一个国际水准的滑雪场，
一期建设 8 个雪道，今年冬天就可以投用。”
新奥集团天女小镇项目副总经理高鹏介绍，
作为社会资本投资到这个旅游项目中，公司
经过了慎重考虑。

高鹏说，经过深入调研，公司发现，秦皇岛
市长期以来冬季旅游项目短缺，随着旅游需求
的提档升级，冬季旅游项目开发的潜力非常
大。尽管秦皇岛已经有了少量滑雪场，但从规
模和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更多、更高端消费者
的需求，特别是日益增长的京津游客的需求。

因此，新奥集团从法国请来国际知名滑
雪团队，以国际水准建设滑雪场。包括滑雪场
在内，新奥集团计划共投资 10 亿元，依托祖
山旅游资源，重点打造一寺（望海禅寺）、一场

（演艺广场）、一镇（天女小镇），形成“四季旅
游”目的地，让游客不仅能感受到冬季滑雪、
戏雪的乐趣，还能在春、夏、秋三个季节体验
滑草、攀岩、溜索、山地卡丁车等主题山地运
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季旅游。

“我们希望通过景区带小镇，小镇带乡
村，以更优的品质、更完善的配套，拉长游客
旅游时段，留住游客的脚步，实现更多深度
游，提升全季旅游的吸引力。”秦皇岛市副市
长冯志永说。

图为 9 月
6 日拍摄的秦
皇岛长城旅游
公路。

记者
陈建宇摄

本报讯（记者张清华）近日，记者从省交
管局获悉，8月份全省2635名A、B类驾驶证
驾驶人被降级，即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
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
驾驶人被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这些被降级的驾驶人交通违法记满
12 分，被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注销了其最高
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只能驾驶低一级别准
驾车型的车辆。”省交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驾驶人如果继续驾驶原来的车辆，
将会按照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
动车予以处罚。机动车驾驶人办理降级换
证业务后，如果想恢复被注销的准驾车型，
需要在本记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记分
周期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且没有发生造成
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南水北
调办、省环保厅联合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总干渠河北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定和完善方案》。方案提出，我省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饮用水一级水源保护
区面积为 112 平方公里，二级水源保护区
面积为110平方公里。

根据要求，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新
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
设项目；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
污口必须拆除；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
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禁止设置油
库；禁止放养禽畜，严格控制网箱养殖活
动；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
活动。二级水源保护区内不准新建、扩建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省南水北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北段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按照完全封闭式输水渠道、非完
全封闭式输水渠道、建筑物段三种不同工
程类型划定。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河北段
担负着向北京、天津及我省中南部地区城
镇生活供水的重要任务，是京津和我省的
重要饮用水源。科学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为防范水质污染、保障输水水质安全提
供了政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