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中整治为期四个月
12月 11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

《全市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针
对岁末年初安全生产规律和特点，以危险化
学品安全为重点，坚决整治一些地方和部门
落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政治责任不到
位、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到位、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不到位，以及隐患排查不全面不深入扎

实、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不力等突出问题，治
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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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自
查自纠长效机制，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此次集中整治为期四个月，2019年12月
20日前为宣传发动阶段，2019年12月21日
至2020年3月20日为治理整治阶段，2020
年3月21日至3月31日为复查总结阶段。

集中整治分为综合整治、危险化学品
行业整治、其他行业领域整治。其中，综合
整治重点为政治站位不高、红线意识不强、

安全责任缺位、隐患排查不扎实、监管执法
宽松软问题。其他行业领域整治重点为非
煤矿山、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
备、燃气、冶金、工贸、校园、旅游、油气长输
管道、烟花爆竹零售店（点）、铁路（高铁）、
农业机械、渔业船舶、民爆物品、电力、水
利、邮政等。

多行业多领域开展
在危险化学品领域重点整治源头管理

失控问题、监管责任悬空问题、本质安全水
平低下问题、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问题。

在消防领域，重点整治消防安全责任制
不落实，高层建筑、博物馆和文物建筑、学校
医院、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
以及“多合一”、群租房、老旧小区、民宿客栈
等场所火灾隐患；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不到位，小微企业、家庭作坊、民宿、合租公
寓违规搭建、违章操作、电气线路老化、危化

品存储使用不规范、疏散通道不畅、消防设
施损坏、安全培训和演练不到位等问题。
扎实推进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整治

“回头看”，开展消防安全管理达标创建。
在建筑施工领域，重点整治施工企业

无相关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
及违法分包、转包工程，盲目赶工期、抢进
度和冬季恶劣天气强行组织施工，特别是
防滑、防冻、防火、防中毒窒息工作措施不
到位等问题。

在特种设备领域，重点整治大型游乐
设施、旅游景区的客运索道存在的问题，严
禁违法经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公共聚集
场所的电梯、锅炉，以及快开门压力容器等
特种设备存在的问题。

在校园领域，重点整治校园安防设施
到位情况，解决好“八件套”配备、一键式报
警系统与属地公安机关联网等问题；严格
管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重大危险源，建
立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处置等全流程全

周期管理制度。
在旅游领域，重点整治旅游包车、高风

险旅游项目、景区流量控制、出境游安全隐
患，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旅游“黑中介”“黑包
车”“黑导游”等不法行为；A级旅游景区地
质灾害安全隐患，重点治理喀斯特地貌A
级旅游景区内落石、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
害引发的旅游安全事故。

在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严厉打击非
法储存、经营、运输行为。

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根据《方案》，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针

对本区域、本行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特别是反复发生、长期未能根治的顽
症痼疾，明确集中整治的重点和难点，定期
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细化责任和措施，完善
工作机制。要突出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
领域，紧盯风险隐患突出的重点企业，完善

责任制，狠抓整改落实，解决根本性问题，
确保实效。要坚持立查立改、边查边改，做
到排查整改、执法查处、督查督办贯穿集中
整治全过程。对企业严重非法违法行为，
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等执法措施，纳入
安全生产联合惩戒“黑名单”。要坚持标本
兼治，着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和

突出问题自查自纠长效机制，完善和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
预防控制体系。

加强执法严肃考核。采取暗查暗访、突
击检查、重点执法等形式，坚决整治安全生
产突出问题。建立会商、通报、约谈、警示、
挂牌督办等工作机制，加强督办落实。要将

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地方安全生产
目标考核和干部绩效考核。对领导责任不
落实、集中整治推动不力、部门监管走形
式、执法查处宽松软等问题，要依法依规依
纪严肃追责问责。因集中整治不力导致重
特大事故发生的，实行一案双查，即严查事
故责任，又倒追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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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
《全市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在全市范围内对危险化学品等
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
询，临近年底，在家里做大扫除的时
候，发现玻璃窗总是很难清洁。厨房
的玻璃窗布满了油污，客厅的玻璃窗
怎么擦洗都留有印子，想知道怎么才
能使玻璃窗恢复光洁如新？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桂花街某
五金店工作人员分享了有效清洁玻璃
窗的几个方法。

酒精具有去渍和杀菌的作用。在
清洁家里玻璃时，可以先用干抹布将玻
璃擦一遍，然后沾上酒精再擦拭一遍，
这样擦拭后的玻璃会变得更加明亮。

用卫生纸或者抹布擦拭玻璃，很
容易留下白色绒毛，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我们可以用家里的旧报纸来擦拭
玻璃。相比起抹布，使用旧报纸擦拭
后的玻璃不容易留下水珠，擦拭得也

更加干爽。
因为做饭产生的油烟，厨房的玻璃

窗会变得又脏又油，对于比较难以清洗
的厨房玻璃，可以先用湿抹布蘸取适
量的洗洁精进行擦拭，然后将苏打粉
洒在玻璃上，用抹布来回擦拭。最后
用清水洗干净，用干抹布擦干即可。

浴室的玻璃门也很容易产生污
渍，且不易清洗。在清洁浴室玻璃时，
可以将醋和水按一比一的比例调匀，
放在喷壶内，再喷到浴室的玻璃上，用
旧报纸轻轻擦拭，即可去除污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焦姣整理）

如何清洗玻璃窗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蔷薇”咨询，她
给家里人分别买了过年的新衣，新衣上身，
她才发现自己买的羽绒服都特别爱钻毛，
她咨询，羽绒服钻毛是质量问题吗？羽绒
服钻毛怎么处理？

【记者打听】中商2楼商场一家冬装销
售店的店员李娟介绍，羽绒服的填充物一
般是鸭绒，很多人刚买的羽绒服就会出现
钻毛的情况，羽绒服钻毛有时候是因为跟
里面搭的衣服起了静电的原因，有时候是
因为衣服不够蓬松，所以不是质量问题。
处理羽绒服钻毛，需要做到四步：

第一步，将羽绒服用清水泡一会，全部
浸湿。然后在加入一些洗衣粉在浸泡30
分左右,用软毛的刷子轻轻的刷洗。最后
漂洗干净，慢慢的把水分挤出去。晾干的
时候用棒子轻轻敲打各个角落,让里面的
绒毛回到最蓬松柔软的时候，出毛的现象

会有所改善。
第二步，在羽绒服里面缝制一个内

里。羽绒内层太薄了，缝制一个内里就可
以有效的阻止羽绒服出毛。如果自己不会
缝的话，可以交给服装店。

第三步，静电的产生也有可能导致羽
绒服漏绒。在洗羽绒服时，可以试试一些
中性的柔顺洗衣液，可以有效的减少静电
的产生。静电少了，羽绒服也不容易出毛
了。

第四步，挑选时，注意细节。里面的绒
毛质量也有可能影响羽绒服是否漏绒，在
挑选羽绒服时，应多摸摸羽绒服的领子、袖
口、肩膀里面的羽绒，有的绒毛柔软、舒适
度不是一样的，硬硬的绒毛容易钻出来，而
轻软的绒毛就不容易钻毛，而且保暖性能
更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

如何处理羽绒服钻毛

安全生产怎样集中整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洒水车雨天洒水
部门：更利于道路洗扫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网民雷先生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在咸宁大道
杨下地段，每天上午九、十点都有洒水车在这里
洒水，下雨天也会洒水，弄得本就满是雨水的地
面更加潮湿。雷先生表示，希望洒水车不要在
雨天作业。

对此，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核查，为
保证城区道路清洗质量，市城管委要求环卫局督
促市场化作业公司须避开车辆、行人出行高峰期，
对城区各主干道进行4次常态化洒水作业：早上5
点至7点一班；9点至11点一班；12点至14点一
班；15点至17点一班。

根据环卫作业规律，在雨天进行洒水作业更
有利于道路洗扫。因为沥青道路缝隙中有很多板
结状泥垢，平常晴天洒水作业难以完全彻底清除，
但经过雨水浸泡后更有利于洒水车将松软泥垢冲
洗到路边，再由机械洗扫车进行吸污作业，可以确
保道路洁净。

同惠广场夜间施工扰民
部门：正在解决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贴称，同惠广场整夜施工，严
重扰民。

该网民表示，他是咸宁银泉大道元信花园
小区的居民，一墙之隔的咸宁同惠广场从10月
份建造二期项目开始，每晚几台打桩机连夜工
作，车子一直轰鸣，附近居民无法休息。小区内
老人、孩子因此整夜睡不好。《噪音污染防治法》
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建筑工地晚上至早上禁止
施工扰民。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对同惠广场
夜间施工扰民问题进行调查整改，还附近居民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近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监察支队市直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调查，该工地因地质情况特
殊，为确保当天挖的桩基一次成型，自开工以来确
实存在着夜间施工的事实，给附近居民带来了较
大的影响，该网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执法人员也
多次到现场与建设施工方协商，确保晚上不超时
工作（法律规定晚上10点到早6点），避免噪声扰
民。执法人员为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反复发生，一
边责令工地晚上22：00后打桩机不得工作，一边
拟定了执法人员在工作日期间，不定时到现场监
督该工地，防止工地机器加班扰民。

店外60cm能否摆放物品
部门：属于出店经营行为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商铺门店外60cm内
能否摆放物品，有什么明文规定吗？

对此，咸宁高新区执法局高度重视，迅速安排
执法人员将相关情况加以说明。根据《湖北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二款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
道路、桥梁、广场、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
设点、销售或者加工制作商品。经依法批准临时
占用城市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从事经营或者举
办活动的，应当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要求进
行。临街商场、门店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外墙
摆摊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

综上所述，该网民咨询的“门店外60cm放物
品”属于出店经营行为，希望该网民能规范经营，
为咸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针对消防安全、电梯安全、环境卫生、禁鞭宣传

我市全面排查住宅小区
本报讯 通讯员寿国子报道：小区环

境卫生如何？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电梯各
项证件是否齐全？禁鞭宣传是否到位？1
月13日起，市住建局联合市消防支队、市市
场监管局组建工作专班，对我市城区住宅
小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电梯安全、环境卫
生、禁鞭宣传专项排查。

专班工作人员分为两组，对城区所有
住宅物业服务项目进行详查，针对发现的
问题现场对照《整治行动检查表》登记，并
提出整改意见。对排查出的突出问题和问
题较为严重的项目，专班相关职能部门将
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督办相关物业

服务企业在限定时间内严格落实整改要
求。截至发稿时止，工作专班已完成近百
个项目的检查工作。

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市住宅
小区消防、电梯安全管理，全面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全面整治小区环境，营造安全、文
明、整洁的居住环境，确保市城区住宅小区
春节期间平安祥和。

我市开展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整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涛报道：1月15日，市

散装办组织市区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召开
会议，要求做好春节期间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绿色整治工作。

据了解，绿色整治的时间为1月15日至2
月8日，按照车辆干净无污渍、厂区美化无扬
尘、道路平整无破损、物料堆放无裸露等要求
进行。

车辆干净无污渍。要求各预拌混凝土生
产企业充分利用春节放假期间，投入财力对
本企业运输车辆进行一次彻底清洗翻新，确
保车辆干净、号牌清晰、车容整洁。

厂区美化无扬尘。要对安装的除尘装置
进行检查，如不能正常使用应及时予以更新，

并组织员工对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进行大
扫除。重点加强对排水沟系统疏通、沉淀池
清理以及生产性废渣有效处置，确保厂区干
净整洁。

道路平整无破损。要严格按照《预拌混
凝土绿色生产及技术管理规程》，对厂区道路
硬化，功能应满足生产和运输要求，道路破损
的要及时修复，并完善排水沟系统、多级沉淀
池系统和管道系统。

物料堆放无裸露。原材料堆放应严格遵
守《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技术管理规程》的
相关规定，砂石料存放应进入封闭的原材料
堆场，使用时利用喷淋装置对砂石进行预湿
处理，临时存放在料仓外的砂石料应全面覆

盖，不得裸露存放于露天。
全面整治无死角。要针对安全生产薄弱

环节进行全面整治，认真查找漏洞和不足，落
实好各项安全生产措施；砂石分离机、三级沉
淀池、压滤机旁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科学防范无隐患。要扎实做好春节期间
的值班值守，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一旦遇有恶
劣天气，要对本企业生产区、生活区、办公区
进行安全排查。必要时，要安排专业人员在
安全确保的前提下对房屋、搅拌楼、原材料堆
场采取减负措施，防止发生坍塌等事故。

在企业按照要求自行整治后，市住建局
将派出检查组逐站检查，不达标的企业，将被
要求停业整改直至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