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奋斗者。在“十四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鄞州区应急管理局组建已
满四周年。四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
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全区应急管理系统统筹发展和安
全，狠抓风险管控、全面夯实基础、持续除险保安，打
赢了一场场硬仗，攻克了一道道难关，取得了一次次
胜利，为鄞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应急力量”。

去年，区应急管理工作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连续8
年实现安全生产主要指标“双下降”和较大以上事故
“零发生”？亿元GDP死亡率进一步下降；成功打赢
超强台风“轩岚诺”“梅花”等重大自然灾害防御战；面
对持续高温、强对流、高森林火险预警等恶劣天气，实
现“零伤亡、少损失”目标，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筑牢了安全屏障。在2022年全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目标管理考核中，鄞州获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

■本版撰稿 胡启敏 刘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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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救灾，关乎民生
保障、社会安定。近年来，区应
急管理局通过自然风险普查、避
灾安置场所规范化建设、防汛抗
台“一景一案”等举措，全面筑牢
我区灾害防御阵线。

去年，鄞州主动承接全省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成果应用应急管理系统”试
点，全域完成基层防汛防台体系
标准化建设试点任务，顺利通过
省级验收，累计创建规范化避灾
安置场所290个、国家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29个、省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22个，数量均位居
全市前列。

防汛防台是鄞州灾害防御
的重头戏。针对问题短板，鄞州
首创防汛抗台“一景一案”举措，
围绕人员转移、城市内涝、小流
域山洪、地质灾害等内容，设想

25个重要场景，组织14个区级
牵头部门，编制工作指引，督促
各镇街对照编制，开展实战演
练。此项工作被纳入省委“七张
问题清单”并闭环销号，成功入
选市级示范榜案例。

去年，鄞州还修订了《宁波
市鄞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
案》《宁波市鄞州区防汛防台抗
旱指挥部运行规则》，明确“1办
13组”组织体系，将“八张风险
清单”细化落实至64个风险类
别、8234个风险点位，有效打赢
了超强台风“轩岚诺”“梅花”等
重大自然灾害防御战。

在森林防火方面，鄞州进一
步强化森林防火队伍建设，区综
合森林火灾应急救援队规模扩
增至30人，并投资近1000万元
建成新营房，被纳入市直属综合
森林火灾应急救援队伍序列。

守万家灯火 护岁月静好
——鄞州区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就纪实

立足“全国闻名、全省领
先”目标，鄞州先行先试探索应
急管理基层改革“鄞州路径”。
作为宁波市基层应急管理体系
和能力建设试点、浙江省社区
应急体系改革试点，鄞州全力
打造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标杆样板。

去年，鄞州积极探索构建
区、镇两级安委会、专委会“上
下贯通”的联动机制，指导全区
22个镇（街道）成立以党政主
要领导为双主任的应急管理委
员会，日常工作由党委副书记
统筹协调。同时，推动各镇（街
道）整合安监所和消防工作站
以及综合减灾职能，目前已全
覆盖完成镇街应急消防管理所
整合挂牌。

去年11月，下应街道基层
应急管理标准化试点项目完成
验收，这是全市首个完成验收
的街道。在推进基层应急管理
综合实战平台建设中，全区7
个重点镇（街道）创建“六个一”
（即一所、一队、一平台、一馆、

一库、一课堂）模式的基层应急
管理中心，下应、姜山、瞻岐、横
溪、塘溪、东吴、云龙全部完成
建设，下应、姜山等地的建设成
效，得到应急管理部领导的充
分肯定。

鄞州还主动承接全省社区
应急体系改革试点任务，全区
367个村（社区）全部成立应
急管理领导小组，全面
推动应急管理、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职
责融入1728个
村（社区）基础
网格和 7253
个 微 网 格 。
此外，还建
立 了 1728
个网格党组
织，确保超过
700名基层防
汛行政责任人
和网格责任人发
挥有效作用，实现
全覆盖，并在省级现场
会上作推广交流。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在风险隐
患面前，区应急管理局守牢安全生
产基本盘，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系统构
筑事故防控体系。

去年，鄞州上报的“防汛防台
应急应对工作针对性、有效性不够
强”被纳入省级重大安全生产清单
问题，我区也成为全市首个主动上
报问题并被采纳的县级地区。

近年来，鄞州对于重大隐患
予以挂牌，典型问题予以媒体曝

光，重大问题纳入“七张问题
清单”管理，有效防

范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去
年，区应急
管 理 局
主管的
重大安
全 生
产 清
单，被
录 用
到省级
清 单 问

题2个、市
级清单问题

15 个，指数排
名全省11名，全市

第一，鄞州也成为主动发

现省级重大安全生产问题数量最
多的县级地区。

在除险保安方面，区应急管理
局实施“除险保安”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构建事故和隐患信息动态报
送机制、问题隐患动态排查机制、
工作督导和指数评价晾晒机制，实
现企业自查、政府巡查检查、隐患
整改及风险普查4个“100%”，月
度安全指数最高排名全省第六、全
市第一。

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方面，去年区应急管理局圆
满完成13个子项、444项治理任
务，督促道路交通、工矿、危化、建
筑施工、消防、旅游、涉海涉渔、城
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开展本行
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取得良好
成效。

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方面，去年，区应急系统共
办理事前处罚立案 348
起，处罚总金额1134.24
万元，办理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案例
4起，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
事责任 11 人，行政拘留 9
人，推动交通、住建等部门运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办理违法案件92起，在全市取
得突破。

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近年
来，区应急管理局利用数字赋能
安全监管，加快数字成果运用，
推动应急管理系统数字化升级，
系统优化智慧监管格局。

针对基层安全监管和社会
治理体系“人少事繁”的痛点，鄞
州在全市率先推出“码上安全”
智慧监管平台，打通安全生产监
管和责任落实的“最后一米”。

去年，区应急管理局持续深
化“码上安全”智慧监管场景建
设，辖区超过2.8万家小微企业
纳入在线监管，企业自查、巡查
率达到99%以上。这项举措获
评全市“三为”最佳实践案例，并
成功闭环破解“七张问题清单”
省级问题。

在“码上安全”的基础上，去
年鄞州又首创推出“全员安全
码”，目前已为125家企业量身
定制一套“全员安全码”，对主要

危险场所、人员、设备设施、风
险点位等实行重点管控。“全员
安全码”通过“工业互联网+安
全生产”，实现传统安全生产监
管走向“数”治“智”管，安全生
产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水平进
一步提升。

面对宁波建设国家保险创
新综合试验区的重大历史机遇，
鄞州在全省率先开展“保险+服
务+科技”安责险试点，打造安
全生产“保险+服务+科技”全产
业链应用。目前，全区高危行业
企业实现100%动态全覆盖，一
般工贸累计投保超过4000家，
综合参保企业数全市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汛防台
领域，去年鄞州推动“码上汛查”
小程序迭代升级，新增“扫一扫”
查看避灾安置场所房屋安全性、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导航附近的
避灾安置场所等创新功能，真正
实现“一键避灾”。

去年，鄞州在安全生产数字
监管领域的创新做法，得到了
《中国应急管理报》、央广网等权
威媒体的集中报道与肯定。

责任不清，基础不牢。近
年来，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
指导下，鄞州聚焦责任覆盖“主
赛道”，争做基层应急“试验
田”，在全省先行先试，推进应
急管理责任体系全覆盖。

为构建完善“责任到人、数
字赋能、一抓到底”的基层应急
管理责任体系，鄞州第一时间
成立了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
应急管理责任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下设工作专班与三年行动
专班合署办公，实体化运作。
各镇（街道）均成立本级领导小
组，上下联动推动工作开展。
鄞州还专门建立了覆盖各专业
安委办、相关部门、镇（街道）的
24小时工作联络群，全天候答
疑解惑、通报进度、推动工作。
同时积极梳理前期基层应急管
理责任体系建设经验和问题，
积极反馈修改意见，为系统持
续完善建言献策。

试点建设中，鄞州率先完
成应急管理全覆盖责任体系中
区、镇、村三级共计1531名责
任人的责任、履职两张清单梳

理和录入工作，数量为全市最
多，约占全市总数的 15.3%。
去年5月，在省安委办召开的
全省全覆盖应急管理责任体系
建设视频会议上，鄞州作典型
经验交流发言。

为构建完善切实有效监管
体系，去年，鄞州还修订出台了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警示
约谈与一票否决实施办法》，推
动12个区级专业安委会建立
健全实体化运行机制，推动安
全生产列入党委巡察内容。在
此基础上，去年7月，区安委办
组织7个联合巡查组，通过听
取汇报、座谈交流、查阅台账、
受理信访、实地抽查等方式，成
功对全区7个镇（街道）及7个
部门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
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巡查。

据统计，去年全年鄞州督
办应急管理重、难点事项100
余件，区安委会（防指、森防指）
下发督办单、提示函等91份，
全面压实了党政领导、行业监
管和属地管理等各方责任，持
续提升了辖区本质安全水平。

●锚定改革目标
系统重塑应急责任体系

●打造标杆样板
系统探索基层先行模式

●坚守安全红线
系统构筑事故防控体系

●夯实基础建设
系统布局灾害防御阵线

●创新数字赋能
系统优化智慧监管格局

森林防火演练。

基层应急管理数字化应用。

鄞州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大楼。

安全
生产执法
检查。

鄞州区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

区应急管理局领导检查“全员安全码”应用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领导调研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