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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三湘行·施工安全篇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
朵,比不过美人多……”。 上世纪三
十年代，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先生一
曲《桃花江是美人窝》,使得桃江县
一夜名扬天下，桃花江也成为人们
心驰神往的地方。 今天，就在这块
写满传奇的土地上，桃江儿女又以
“安全、宜居、高雅”的健康理念，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筑起了一座又一
座凝结着现代文明与建设智慧的
生态新城，吸引着八方宾朋或前来
投资经商，或结伴乔迁安居。 “东方
新城”———就是这群现代建筑之中
的佼佼者之一。 而缔造这座新城的
建设者 ，却是 “东方昌盛 ”年轻的
“少帅”及其所带领的精英团队，他
们正似鲲鹏展翅 ，安全崛起 ，演绎
着 “万丈高楼平地起 ”的新桃江传
奇！

以质为本
精心打造安全宜居新城

东方新城位于桃花江大道与曙光
路交汇处， 由益阳东方昌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斥资 2.6 亿元投资开发。
该项目北邻市政广场， 远望桃江县人
民政府， 东面与洪山竹海风景区隔路
相望。小区对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
国移动大楼及各行政、 事业单位陆续
进驻， 小区南面玉潭实验中学也正在
施工中，片区发展潜力不可估量，将构
筑出桃江最具投资价值的城市资源
带。该项目背靠一座 30 余米高的自然
坡体，藏风纳气，让居者在家门口享受
爬山、散步的健康生活，山林竹海，尊
贵独享。

为让购房者买得放心 ， 住得安
心，东方新城的开发建设者首先把安
全与质量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保
障建筑施工安全及楼体本身结构设
计安全的前提下，重点打造高品质的
安全宜居新城。 以“人本、自然、文化、
品质、科技、安全”为先导，以打造尊
贵的新生活方式为目标， 项目特别

选择国家一级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
力争保障楼盘的高端建筑品质。

小区规划设计强调景观轴线与
各楼间组团的融合，大型中心绿化广
场围而不合的布局使核心景观实现
最大化共享，保留基地东南部的大部
分山体，形成“点-线-面-山”的特色
格局，构建出“东方新城”良好的自然
景观。 同时，建筑设计强调邻里交往
的空间设计， 给住户提供相互交流、
沟通的休闲空间，引导一种融洽阳光
的居住氛围。 通过对现代化高科技的
合理运用，网络、电话、电气的合理布
局， 智能化远程监控系统的应用等，
极大地满足了业主对现代化功能以
及居住安全的需求。

以安为纲
倾情铸塑金牌生态美宅

“东方新城的诞生是因为我们赶
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但公司的发
展却得益于安全。 ”东方昌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年轻的董事长贺晓辉对笔
者说， 从项目建设一开始， 他们就把
“生命至高无上，安全责任为天”的理
念时刻灌输给全体工作人员， 并要求
全员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确保无安全事故的发生。 因为离开了
安全，再谈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为住户提供更好的安全环
境，小区引进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为
业主提供态度热情、反应迅速、技能娴
熟、高素质、高效率、专业化、全方位的
物业管理服务， 以服务再次提升小区
的安全生活品质。二十四小时值班，全
区红外线布防， 主要出入口闭路电视
监控，专业保洁，专业绿化、专业机电
设备维护， 专业军事化管理的保安队
伍， 确保了小区居民的居住方便和安
全。 同时，小区设置幼儿园，为居民的
孩子提供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托管平
台， 让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没有后顾之
忧，10 分钟内共享全城中、 小学教育
资源。

东方新城与洪山竹海风景区隔
路相望，风景秀美，空气宜人。 在注重

科技、安全的同时 ，小区更注重内
部景观的打造，园林景观由专业园
林公司担纲设计，30%绿地率，为桃
江地区打造独有的大型公园式生
活城，为住户创造优美、舒适、生态
的户外生活空间。 东方新城建筑融
合国内最流行的设计风格，打造现
代、时尚的人居典范。 俊朗、唯美的
建筑形式构成高品质的艺术精品，
厚重、典雅，历久弥新，建筑格局傲
冠全城。

东方新城私藏 30 余米高的自
然慢坡山体，经过合理的规划成为
小区景观的最大亮点，半山慢坡景
致与小区人文景观系统相得益彰，
成就桃江绝无仅有的绿化景观系
统，尽览城中别样景致 ，于繁华之
上放眼无限自然美景，创造回归自
然的生态居住理念，轻松生活每一
天。

方便舒适
全力构建便捷安全社区

“东方新城”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
方米，可容纳近 1100 户居民居住，属
当地大型高尚生活城。 社区临街面两
侧设置 15000 平米的风情商业街，以
满足小区居住日常所需，完善的商业
配套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
内部为全封闭式住宅区，会所、幼儿
园、 室外健身休闲设施一应俱全，以
满足住户的高尚生活需求。 28000 平
方米的地下车库是桃江最大规模的
停车场，为业主提供了近千个停车位
置。 围绕主环路共设置三个地下车库
出入口，做到人车分流，不但保障了
居民的居住与出行安全，更为居民提
供了极大的生活便利。 东方新城，为
居者打造城中之城，让居民的生活更
加便捷舒适、精彩出众 ，于荒郊乱草
丛中完美演绎出“万丈高楼平地起”
的桃江神话。

安全，一个永恒的主题。 安全工
作，更是一项系统工程。 安全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 在省级安全生产示范
乡镇———涟源市六亩塘镇，该镇党委
委员刘怀华告诉笔者：“安全责任重
于泰山。 近几年来，镇党委政府抢抓
机遇，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安全生产
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
放在首要位置，下好了安全生产这盘
棋”。 并向记者推介了该镇工农煤矿。

工农煤矿位于涟源市六亩塘镇
扶珂村境内, 距离涟源城区 14 公里,
与冷水江市渣渡镇利民村毗邻, 交通
便利。 矿井始建于 1978 年 7 月,1979
年 2 月正式投产,2001 年被国有涟源
市七一煤矿收购成为市属国营企业。
2004 年 5 月改为民营股份制企业 ,
2007 年 12 月与原兴砂煤矿整合 ,同
期开始技改扩能。 2010 年通过 3 级验
收，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6 万吨/年。

“抓安全就是抓稳定 , 抓安全就
是抓发展 ,抓安全就是效益的最大保
障。 ”这是涟源市工农煤矿干部职工
对安全生产的共识。 该矿坚持把安全
生产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大事，
以精细的标准规范煤矿现场管理，以
务实的作风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以严
厉的手段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以
有力的投入加强队伍素质建设，始终
不渝地把安全生产纳入企业发展战
略,按照“生产规模化,经营效益化 ,管
理标准化 ,安全长效化”的要求 ,着实

建设本质型安全生产企业。
一是贯彻安全生产方针抓安

全。 矿里围绕“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
综合治理 ”的方针 ,突出事前预防这
一环节 , 着力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职
责到岗、责任到人 ,各就其位、各行其
责。

二是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固安全。 矿里把安全责任分解到企业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班组长、安
全员和每个从业人员，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 用“铁
心肠、铁手腕、铁面孔”的“三铁”精神
签定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实行安全
生产“一票否决制”，将安全生产与职
工年终工资挂钩，与领导考核、任免
挂钩。

三是严格制度管理促安全。 矿里
先后制订了各级管理人员、特殊工种
作业人员责任制与安全会议制度、瓦
斯检查制度、隐患排查制度、安全目
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四是加大安全投入保安全。 按照
“特事特办、超过平常”的原则，不断
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力度。 近几年
来， 全矿在安全生产方面投入超过
2000 万元。

五是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护安全。 对从业人员一律实行培
训上岗、持证上岗。 以更高的标准、更
严的要求，抓好安全队伍建设。

“安全生产” 人人都会说， 但真

正做到却很难。 工农煤矿年轻的董
事长谭果利深有体会： 煤矿生产无
“小事 ”可言 ，安全上再小的 “小事 ”
我们也当大事来抓，从细微处入手，
从点滴“小事”抓起，防微杜渐，决不
放过一个小小的隐患。 安全生产，要
在“全”字上下功夫。 即安全学习学
得全，工作之前想得全，事故预防防
得全，安全检查查得全。 同时规范人
的行为 ，做到安全理念 “外塑于型 ，
内化于心”，这也是搞好安全生产的
基础保证。

董事长谭果利对笔者说，娄底市

吴建平副市长、煤炭局陈奉文局长等
领导非常关心工农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多次对该矿如何强化安全生产做
指示，有力推动了该矿安全生产工作
更上一个新台阶。

我们了解到，工农煤矿在董事长
谭果利，矿长谭达夫的带领下，励精
图治，全力推进该矿安全质量标准化
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至今已连
续 4 年实现了安全年，连年获得涟源
市及娄底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2010 年被省煤炭工业局评为安
全生产优秀企业。

安全生产三湘行·矿山安全篇

文/杨振华 文雪花

�———益阳市桃江县“东方昌盛”安全崛起侧记

安全短笛（市州来风）

5 月 25 日上午， 由娄底市人
民政府主办、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
成员单位共同承办的全市 “消防
安全大普查、万人驻村大宣传”暨
《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宣
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人文科
技学院体育馆隆重举行。 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伍美华，市人大副主
任肖有胜，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
建平，市政协副主席李金才，湖南
人文科技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以
及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娄底市委、
市公安局 、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 、
市消防支队等 16 家市直单位负
责人出席， 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代表、娄底“越野 e 族”消防志愿者

服务大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
消防志愿者、市公安消防支队全体
官兵、 新闻媒体单位等共计 2500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娄底“越野
e 族” 消防志愿者 30 台越野消防
宣传车在娄底城区进行了此次宣
传月活动的首次游行宣传。 并前
往万宝镇， 向当地农民群众发放
《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 》、
《农村消防知识挂图》、《消防法》、
《家庭防火手册 》 等宣传资料共
5000 余份，正式开启了农村“消防
安全大普查 万人驻村大宣传”活
动。

（张艺辉 何汉斌 刘彦）

消防安全大普查万人驻村大宣传
———娄底启动《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宣传月活动

近日来， 炎陵县人武部针对
天气连降暴雨， 迅速组织民兵对
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地段进行险情
和隐患排查， 先后查出地质灾害
隐患点 22 处，果断组织可能受到
威胁的群众避让转移， 较好地确
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炎陵县地处罗宵山脉中段 ，
崇山峻岭 ，河流纵横 ，是典型的
山区县 。 县内共有大小河流 53
条 ，小一型水库 6 座 ，小二型水
库 15 座， 大小塘坝 12315 座，特
别是近年境内 106 国道拓宽改

造和 “三高一铁 ”重点项目工程
建设 ，山洪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
害是该县防汛抗旱工作的重点
之一 。 日前 ，该县人武部组织民
兵应急分队会同县水电局 、国土
局等防汛抗旱责任单位 ，深入全
县境内水库 、河流 、塘坝 、106 国
道和 “三高一铁 ”重点项目工程
一线进行安全大排查。 对排查出
的 22 个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竖
立警示标志 ，实施 24 小时监测 ，
落实专人昼夜巡逻。

（蓝曙光 陈凌云）

炎陵县人武部组织民兵深入一线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严格排查 严密监测 不留隐患

悠悠沅水江畔， 有一朵芙蓉
奇葩，这就是湖南省“模范职工之
家”———常德市鼎城地税二分局。
近年来，该局在上级局领导下，科
学带队，智慧用人 ，公正处事 ，特
别是在落实政策确保国家税收安
全方面取得了一项项骄人业绩 ，
截至 5 月 15 日 ， 完成各项收入
6700 万元安全入库， 提前四十五
天完成上半年收入计划任务 ，再
创佳绩。

该局通过 “创先争优树形
象 、夯实基础提质量 、落实政策
重执行 、文化活动促和谐 ”等一
系列措施 ，每月组织员工进行两
次业务学习 ，认真贯彻落实各项

税收政策 ，重点加强房地产税收
一体化管理 ， 入库房地产税收
3900 万元；加强减免税备案和审
批管理 ，受理失业人员再就业优
惠减免等 21 户次， 减免税款 59
万元 ；踏实做好高收入者个人所
得税申报 ，仅股息 、红利所得就
入库个人所得税 507 万元 ；全面
做好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
工作 ，追缴以前年度欠税 480 万
元 ；对某公司依法采取税收强制
执行措施 ，通过银行强制划缴税
款 300 万元 ， 查封未售房产 18
套 ，价值 700 万元 ，保障了国家
税收安全。

（潘汶墙 云清安）

树形象 重服务 促文明创建
夯基础 重法治 保税收安全

杨振华 张艺辉 何汉斌

———涟源市工农煤矿拓展安全兴企成功之路

撑起安全责任一片天

◆镇党委委员刘怀华在煤矿指导工作（左一刘怀华、左二矿长谭达夫、
右一董事长谭果利、右二地面矿长邹红丰）。

◆益阳市桃江县“东方昌盛”董事长贺晓辉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文雪花 摄

———涟源市安平镇灾后重建工作有序进行

今年 5 月上旬， 涟源市安平
镇遭受冰雹、 龙卷风灾害， 全镇
共计受灾群众数千人， 致使直接
经济损失数百万元 。 灾情发生
后， 安平镇党委政府紧急动员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安全隐患排
查、受灾援助、灾后重建工作 ，于
第一时间成立了抗灾救灾领导小
组，按“领导干部包片，驻村干部
包村” 的原则， 深入现场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及相关灾后重建工
作。 “这几天很多干部都长驻村
里帮助受灾群众搞清理。 ” 长溪
村村民吴彩莲说。

为了解决全镇受灾群众的居
住问题， 安平镇一方面引导群众
投亲靠友、自主择房，一方面由政
府出面协调租房， 共紧急转移安
置受灾群众 120 余人。 民政部门
第一时间将 500 床棉被发放到了
受灾群众手中； 受灾严重的五保
户也领到了临时救助金。 全镇动
员一切力量确保倒房户有房住 、
有饭吃、有衣穿、有被盖。 目前，各
项后续保障工作也在有条不紊进
行中， 于大灾之中较好地保障了
村民的安置与安全。
(张艺辉 何汉斌 张峰 胡朝霞)

众志成城奔险地 坚定不移保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