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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为深刻汲取响水“3.21”爆
炸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
解工作，全力防范和遏制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严守生
态环境安全底线，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决定自3月22日
起至5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化工企业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专项行动，并迅速召开专项行动紧急部署会，
明确专项行动的排查整治范围、排查整治重点、实施
安排和工作要求。

本次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范围包括全省所有
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3月底前，各设区市制定本地
区排查整治方案，做到排查整治明确到厂，完成时限
细化到日，责任任务落实到人；4月份起，对辖区内化
工园区和化工企业全面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列出问题清单。对能够及时整改到位的，将督促园区
和企业立行立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要求尽快制
订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期限，并迅速实施；对发现的环
境违法问题，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到位；对涉嫌环境
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化工企业环境安全隐患，专项行动将重点检
查八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
时”制度执行情况，检查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
产、批建不符等环境问题。二是废水、废气等污染防
治设施建设运行及达标情况，检查是否按环评和审
批要求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是否存在不正常运行污
染防治设施、暗管偷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三是
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改造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废水进
入清下水管网偷排、清下水进入废水处理设施稀释
排放等环境问题。四是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及处置
情况，检查危险废物是否全部落实有效处置途径；是
否存在未按规定申报、未经审批擅自处置利用、非法
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问题；废气及危险废物焚
烧设施是否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五是自动监测设施
安装、联网及运行情况，检查自动监测设施是否按要
求实现废水、清下水、废气的全覆盖，是否全部按要
求与环保部门联网；运行维护记录是否符合规范要
求；是否存在弄虚作假、故意扰乱自动监测设施运行
等环境问题。六是环境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编制情
况，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要求全面排查企业环境安全
隐患、科学评估环境风险等级，是否及时修编环境应
急预案并备案，是否按照要求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演练，是否组织应急管理人员进行上岗培
训。七是环境应急监测预警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是
否按照要求在风险单元安装自动监测预警装置，并
保持运行情况良好。八是环境应急防范设施措施落
实情况，检查是否科学合理设置围堰、应急池等防范
设施，是否在罐区等风险点安装自动喷淋设施，是否
配备足够的应急处置物资并确保可用好用。

针对化工园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落实情况，重点
检查园区规划环评要求落实情况、园区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及运行情况、园区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
况等。

此外，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将进一步落实企业环境
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化工园区环境风险防控，督促落
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切实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并要
求各级生态环保部门加快构建化工园区及企业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建立环境安全隐患问题
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指导化工园区层面建立生态环
境、应急管理等多部门联动新机制，推动化工园区产
业结构调整。

对在专项行动中发现属地责任不落实、问题查处
不严、工作措施不力的，将采取约谈、挂牌督办、区域
限批等措施，决不讲情面、留余地；对整改进度严重
滞后甚至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公开通报、铁面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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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晚在尼斯会
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马克龙夫
人布丽吉特参加。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中法建交55周年，我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访问法
国，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有几点始终没有改变。一是中国对
中法关系的重视始终没有改变。二是中法对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三是中
法合作互利共赢的属性始终没有改变。

习近平指出，中法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对各自长

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双方
要不断探索合作新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
已商定的共建“一带一路”及第三方合作项目尽早落
地，取得实效。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在联合国事务、世
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加强战略沟
通和协调。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期待法方
在中欧关系中发挥更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马克龙表示，法方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赞赏中方在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和所作贡献，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与协作，
发挥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作用，共同维护
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据新华社电 25日，盐城市响水县天嘉宜公司
“3·21”特大爆炸事故中受损的10所学校全部复课。

3月21日，响水县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大
爆炸事故，爆炸冲击波将方圆数公里范围内的房屋门
窗摧毁。据盐城市政府发布的信息，在这次爆炸事故
中，共有10所学校校舍门窗、玻璃不同程度受损。另
据响水当地教育部门提供的数据，有100余名中小学
生因门窗玻璃破碎被划伤，主要为轻微伤。

响水县教育局副局长龚艳森介绍，事故发生

后，相关学校老师立即将孩子们疏散到安全地带，
被玻璃划伤的孩子被送到附近医疗机构进行伤口
处置和包扎。与此同时，教育局也启动了应急响
应，组织受损学校老师整理校园，清除玻璃碎渣，
调集安装人员修复受损校舍。

龚艳森说，事故发生后，响水县教育局共组织
400多人，动用挖掘机、运输车辆数十台，投入400多
万元，用于房屋拆除、修缮以及道路、校园绿化等配套
设施维护，添置了430套课桌椅，确保学生正常上课。

又讯 25日下午，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
大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指挥部召开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说，截至目前，本次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78人。

盐城市市长曹路宝介绍，事故现场集中搜救
工作基本结束，开始进行现场清理工作。消防救
援力量对事故周边2平方公里范围内的20个企业
进行了搜救，新发现14名遇难者。

发布会通报，受损民房修缮工作已展开，将分
受损程度不同，分类安置或修缮。据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监测，目前事故周边环境空气指标持续稳
定达标；群众饮水不受影响。由生态环境部派出
的工作组将进一步督促地方积极采取措施，加大
巡查力度，确保受污染水体得到及时有效处置。

3月25日，第24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我省各地中小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
动，为学生的安全、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图1：徐州市鼓楼区民主实验学校与驻地消防救援中队联合开展“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提高学生们安全自救
意识。 蒯创董佩佩 摄

图2：苏州市平江新城实验小学组织学生来到姑苏区消防应急救援大队苏站路中队参观，增加学生们的消防安
全知识。 王建康 摄

图3：连云港市公安交警支队连云大队民警走进博爱幼儿园开展以“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 王健民刘勇 摄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响水“3·21”爆炸事故受损学校复课

“3·21”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发生后，盐城市工会迅速
响应，市总紧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
工会要认真汲取深刻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发挥
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作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列支20
万元慰问安抚死伤职工家庭，35名干部职工参与善后工作，调度工会力量
全力救助。

响水县总第一时间派人赶赴事故现场，到相关医院、站点做好受伤职工家
属的安抚、接待服务工作，明确分工，做到定人、定点、定责，保持24小时通讯
畅通，随时接受任务。东台市总工会22人参加、送去120条棉被、捐款1.8万
元、38名志愿者参加。亭湖区组织20名工会干部参加救援、运送矿泉水100
余箱、支援响水县一次性防护服100套，C级普通一次性防化服10套，口罩
600只，组织120余名职工献血，10余名劳模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盐都18
名工会干部参加救援，26名劳模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亭湖、建湖有110名医
生、护士、社会志愿者参与响水事故救援。滨海职工自发运送500份盒饭、500
箱纯净水送给救援官兵，募集捐款5000元给康达医院用于伤员抢救，130名职
工参与义务献血。全市工会系统共计136名干部、38名劳模志愿者参加救援
或善后工作；捐款22.3万元；支援大批救援急需物资。

当地机关企业、红十字会、社会志愿组织纷纷走进受灾区、走上街头、走进
医院，为救助受灾群众贡献力量。

响水县水务、供电部门迅速投入到事故应急抢修当中，县自来水公司
连夜抽调检测中心化验人员分赴事发周围进行水质取样、跟踪检测，以保
障周边群众的饮用安全。响水县自来水公司副经理黄斌说：“每半小时对
源水、出厂水、供应水、管网水进行检测，检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饮用
水安全标准。”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成立盐城响水3·21事故救修保障应急小组，及时安排
100多名应急保电人员和应急电源车分头到响水县现场应急指挥部、人民医
院、中医院及通信、自来水厂等重要场所进行保电值守，巡查用电设备，保障陈
家港化工园区以外的重要用户和居民用户供电。

盐城市红十字会组织力量深入陈家港化工园区事故发生地搭建应急帐
篷，配置应急救援包。响水县红十字会安排人员走进医院安抚伤者，陪护家属
送去被褥等急需物品；走上街头路口，帮助交管部门疏解交通维持秩序，让来
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力量畅行无阻。

县空竹协会的几位教师志愿者积极为受灾区域的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及
时驱散惨烈的事故在孩子们心中产生的恐惧和震怖。空竹协会的志愿者们还
自发来到县中医院维持秩序，并送来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物资，为医务人员
及患者、家属，提供后勤支援。

盐城工会积极行动参与救援
本报记者 刘涛

本报讯（苏工）3月25日上午，省总工会召开
主席办公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对响水“3·21”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
达贯彻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关于安全生
产提出的工作要求，传达学习全国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对省总工会
《关于参与响水“3·21”爆炸事故救援处置工作情
况的报告》的批示，落实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党组成员阎京华在响水县陈家港镇事故
现场关于工会协助做好后续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的部署要求，研究布置省总工会参与“3·21”爆炸
事故善后处置的工作措施，及下一步工会参与做
好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的各项任务。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灾难事故中受害最大的群体就是
职工。各级工会要强化政治意识，担当起政治责
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等方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从
政治层面审视问题，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做好
工会参与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积极主动
参与到安全生产工作中去。

会议指出，事故发生后，李玉赋同志第一时
间对江苏工会参与事故救援和善后工作作出批
示、提出要求，阎京华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为
我们做出了示范，全省各级工会要在全总的领导
下，强化大局意识，按照全总提出的工作要求，在
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部署下，做好相关善后处
置工作。一要切实做好慰问安抚，发挥好工会干
部和职工志愿服务队作用，对受伤住院职工开展
慰问，进行心理疏导，直到每位住院职工康复出
院。二要认真参与事故调查，按照调查组的统一
安排做好相关工作，带着问题去调查，从工会的
角度对企业安全生产存在的漏洞、问题提出合理
化建议，总结和吸取这次事故教训，思考和谋划
下一步工作安排，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省委、省政
府和全总报告。三要积极参与善后处置，在每个
善后工作组中都安排工会干部参与，了解职工诉
求，掌握职工家庭困难情况，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四要倾力做好帮困解困，提前考虑伤亡职工
家庭帮困解困工作，指导市、县两级工会在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力以赴做好伤亡困难职工
家庭的救助工作。

会议强调，事故的教训极其惨痛，省委、省政
府和全总都对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要强化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到目前事关职
工切身利益的风险点还很多，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就会使一批职工利益受到侵害，一批家庭正常生
活受到影响。要站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切身利
益的角度，思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思考
工会如何做实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绝不能使化解
风险成为空中楼阁。要始终提高对意识形态、劳
动关系、安全生产、职工队伍稳定等领域风险的警
惕，进行深入细致排查，做到细排查、实排查、真排
查，能在工会层面化解的及时化解，不能化解的积
极向有关方面反映推动化解。

会议指出，风险点排查化解、安全生产工作关
键看结果和成效，不能把目标当成结果，把部署当
成措施。要强化责任意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积极、主动、有效参与到事故善后处置工作中，
工作情况每天一报，翔实反映各级工会开展的具
体工作、受灾职工及其家庭的现实需求、投入的人
力财力、做好工作的意见建议等，推动事故的善后
处置有序进行，职工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保持职
工队伍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省总领导朱劲松、马永青、张海涛、井良强
出席会议，省总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
席会议。

省总工会召开主席办公会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积极参与响水“3·21”爆炸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

魏国强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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