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波）重庆市
应急管理局作为机构改革新设部门，
整合了15个机构的职能职责，通过
系统整合后，构建了行政管理、组织
指挥、抢险救援、制度保障四大体系，
正在构建高水平应急体系。

2018年 10月 25日，重庆市应
急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根据《重
庆市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要求，新
组建的应急管理局整合了原市安
监局、应急办等15个机构的职能职
责。

至此，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开始
担负我市生产安全和洪旱灾害、森
林火灾、地质灾害等突发事故、事
件的相关管理与应急救援的主要
责任。

与此同时，市应急管理局主要
职责被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承担安
全生产的综合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
的统筹协调；二是负责矿山、危化等
部分行业的安全监管和灾害事件的
应急救援。

为适应机构改革后建立的应急
管理体系，我市调整市安委会，新下
设9个专项办公室；设立市减灾委及
4个专项指挥部，涵盖事前预防、事

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等各个
方面。

目前，全市共有9大领域、95支
市级专业救援队伍随时备勤应战、
18架直升机随时应急备勤。

自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以来，以
“控大事故、防大灾害”为核心目标，
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工作主
线，强化责任、严格执法，取得了“两
降一无一轻”的成效。

“两降”是指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和
较大事故数量同比下降，上半年，全市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0.5%；发生较大事故3起，同比减少
3起，是历年来较大事故控制绩效最
好的一年。

“一无”是指没有发生重特大事
故。截至目前，我市已经连续32个
月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一轻”是指灾情偏轻。上半年，
全市共经历6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
程，接报自然灾害30起，接报森林火
灾10起。相关部门和区县防范应对
得当，灾情总体偏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
受灾人口52.9万人，同比下降46.3%；
因灾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3.5%；紧急
生活救助人口 139 人，同比下降
67.8%；农作物受灾面积2.98万公顷，
同比下降40.6%。

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控大事故防大灾害

我市安全工作取得“两降一无一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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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光和热 温暖更多人
——记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本报记者 张莎

孩子们各有各的不

幸，我们尽其所能为他

们带去温暖，为他们开

启健康、全新的人生作

出努力。

我们只是一群普通

的年轻党员干部，因为

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了

一起，将个人心底的点

点微光汇聚成一簇闪耀

的星火。

我们曾对着党旗立

誓：甘为星火记初心，为

民奉献担使命！

床、桌凳、衣柜、沙发、茶几、电风
扇……近日，潼南区龙形镇高桥村村
民周华全家里，看着志愿者将一件件
家具、家电搬进屋，不善言辞的周华全
除了直说“感谢”，想不出更多的话语。

62岁的周华全孤身一人在家务
农，在多方力量帮助下，他家的危房成
功改造，却因家庭困难，无力购置家
电。

恰好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今
年启动了以“以旧换心，携手脱贫”为
主题的关爱民生志愿服务项目。16名
志愿者将收集的闲置家具和新采购的
组装衣柜、牛奶、饼干等一并送到了周
华全家里，将温暖送到贫困户的心坎
上。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潼
南区，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因为志
愿梦想走到一起。

目前，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有成员208名，其中110名来自机关
事业单位，平均年龄只有27岁，其中
共产党员128名。“8小时外”成了队员
们约定俗成的活动时间，每到周末，潼
南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困难群众家
中都活跃着星火的身影。

6年前一场特大洪灾将
青年党员干部聚在一起

星火志愿服务协会的诞生，源于
2013年 6月潼南遭遇的一场特大洪
灾。

面对洪水威胁，县委办的17名青
年党员干部组成了抗洪救灾小分队，
到一线搬运物资、转移群众，连续奋战
了三天三夜。

灾后总结会上，队长黄强说：“洪
灾是过去了，但群众需要我们的地方
还很多，小分队不能解散，我们要时刻
准备着服务更多的群众。”

于是，17名青年党员干部共同决
定成立志愿服务队，以“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中的“星火”为名，意为发挥光
和热，温暖更多人。2014年8月，星火
志愿服务协会正式成立。

在潼南区交通局工作的高艺是星
火志愿服务协会第二任会长，党龄9年。
2014年3月，他正好在县委部门挂职，
听说了星火“8小时外”的事迹，立马就
动了心。“我出生在农村，当过12年乡
村教师，对农村学生有着特殊的感
情。我认为，作为党员干部，我应该加
入这个队伍，去传递我的光和热。”高
艺很快递交了申请书，成为了一名星

火志愿者。
在星火的正能量影响下，不少像

高艺一样的志愿者陆续加入进来，他
们的队伍逐渐壮大。成立了星火党支
部，定期召开支部会、组织生活会。在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从我做起、坚持
到底”的信念支撑下，近年来，他们募
集到善款500余万元，全部用于助学、
助医和扶贫解困。

不忘初心，用心用情关
爱困境儿童

针对潼南劳务输出大、留守儿童
多的现状，星火志愿者深入分析农村
地区贫困家庭学生学习和生活现状，
制定了“4+1”关爱贫困留守儿童助学
圆梦项目，从经济、学习、成长和家庭
4个方面开展精准帮扶。

队员艾馨对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命
运坎坷的男孩印象特别深刻。家住塘
坝镇罗坪村的小桥，7岁时父母离异，
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相依为
命。尽管生活艰难，但小桥自立自强、
品学兼优，2015年以613分的优异成
绩，考上了重庆理工大学。

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没想到，大
学开学前一个凌晨，突然发病的父亲
在小桥熟睡时，将一盆烧开的滚烫热
油，狠狠泼在他的双腿上。经医院检
查鉴定，小桥为深度二级烫伤，面积约
18%。

天气炎热，手术刻不容缓，但七八
万元的医疗费，让小桥陷入了绝境。
得知情况后，星火志愿者第一时间赶
到医院，看着病床上苍白虚弱的小桥，
几个大男人当场就哭了。

大家立马行动起来，有的在媒体
上发出捐助倡议，有的在“8小时外”轮
流照顾小桥……

“我们发现，一盆滚油，不仅严重
伤害了小桥的身体，更近乎摧毁了他
的心灵，如果不能圆大学梦，这个孩子
的精神世界就彻底垮了！”艾馨说，在
募集手术善款之余，协会还安排几名
队员，一边对小桥做好心理疏导，一边
联系重庆理工大学，说明情况、延迟入
学。

最终，小桥手术痊愈，顺利入学。
“今年，小桥大学毕业了，他告诉

我们，他在重庆一家银行找到了工
作！”说到这里，艾馨欣慰又骄傲。

为了摸清贫困学生的真实情况，
该协会利用“8小时之外”时间，分队到
全区22个镇街摸底核查，走进400多
名贫困学生家庭。

贫困学生黄雪花的爷爷摔跤受了
伤，不能下地，眼看着插秧的季节就要
过了，急坏了雪花和奶奶。高艺知道
后，立即组织有经验的队员帮助雪花
家插秧、收油菜，奶奶的担心解决了，
雪花也能安心上学了。

在走访中，志愿者了解到贫困学
生小松林家的李子滞销。今年“七

一”，30多名志愿者来到他家帮忙采
摘李子，并通过朋友圈5小时售卖2千
斤。

据了解，“4+1”关爱贫困留守儿
童助学圆梦项目对经有关部门认定的
贫困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星火志愿
者在潼南重点村打造了10个“星愿小
屋”，队员们在“8小时外”到小屋为贫
困学生辅导学业，激发兴趣爱好，指导
他们成长。该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帮
扶学生400余人。

更令人兴奋的是，潼南区已将
“4+1”助学圆梦项目升华为以区内困
境儿童为对象的“4+1”全链条志愿服
务，将16岁以下帮扶学生全部转入特
困供养人员，将16岁至18岁帮扶学生
纳入特困人员，帮扶学生有了基本经
济保障。

很多队员在参加完助学活动后
说，看似是我们给孩子们提供了帮助，
其实这些坚强的孩子也给我们成年人
进行着精神洗礼。因为星火的存在，
贫困留守儿童的心花找到一片充满营
养的沃土，开始绚丽绽放。

为脱贫攻坚添一把火
几年前，潼南还有1万多户、5万

多人在贫困线上徘徊。星火党支部积
极响应脱贫攻坚号召，将志愿服务经
验灵活运用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为贫
困户摸清家底，找准原因、分析优势、
发展产业，带领他们增收致富。

别口镇五郎村驻村第一书记郑科
向星火志愿者反映，村里计划为村民
修建泥结碎石路拔掉“穷根”，但因缺
少劳力无法实施。协会群里一召集，
队友们一呼百应，纷纷加入修路大
军。从2015年7月28日起，在上班日
的早上8点前和双休日全天，30多名
队员都一起到五郎村修路。十多天
后，两公里的泥结碎石路修好了，村民
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输血只能是一种手段，帮助贫困
户造血才是扶贫的根本。为了帮助当
地百姓造血，星火志愿者主动认亲戚、
结对子，寻找自己的帮扶对象，直到他
们彻底脱贫为止，他们利用现代化的
信息工具，为当地百姓开通了网络热
线，靠朋友圈、微信向外传递当地土特
产的生产信息。

柏梓镇哑河村贫困户老陈老两口
年近七旬，在家务农，子女常年在外。
老陈勤劳朴实，除种地外，饲养了不少
家禽，高艺多次到他家里，帮忙掰包
谷、挖红苕、栽秧子，连续三年为他家
收割稻谷。

去年，老陈喂养的2头大肥猪快
出栏了，但心里很是发愁，因为正值夏
季，市场价格很低，若卖给贩子就更低
了。

高艺几番思索后，决定帮老陈把
肥猪卖出去。他通过电话和微信，宣
传老陈的土猪肉，打亲情牌，并提供送
肉到家服务。

“给我来10斤夹子肉”“我订2根
猪脚吧”，不到两天，同事和朋友就把2
头肥猪预订完了，因是土猪肉，价格自
然比市场价高。

肉送完后，老陈接过高艺送来的
钱，数了数，乐呵呵地说：“还是党的干
部好哇！要不是你呀，这2头猪要少
卖1000多块。”

村民尝到了甜头，此后有土鸡、土
鸭和土鸡蛋，都爱找上高艺，请他拓宽
销售路子。

如今，潼南区星火志愿服务协会
经过5年的磨砺和沉淀，已从一只初
生的小鸟变身为扶摇而上的大鹏。一
次次更换队伍新鲜血液，一次次筑造
队伍新的精神堡垒，一次次激发队伍
新的力量，唯独没有改变的，是他们

“甘为星火记初心，为民奉献担使命”
的理想信念。

截至目前，星火志愿者累计开展
活动1万余次，服务时长超过5万小
时。这群普通的年轻党员干部，因为
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了一起，将个人
心底的点点微光汇聚成一簇闪耀的
星火，在“8小时内”他们踏实工作、
干劲十足；“8小时外”，他们以温暖
和明亮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更多详细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星火志愿服务协会的成员帮助困难群众收割稻谷。 （星火志愿服务协会供图）

重庆日报：市应急管理局整合了
15 个机构的职能职责，涉及面非常
广，专业性也极强，请问您，如何将这
些此前各不相属的机构，真正捏合成
一支具有综合战斗力的团队？

冉进红：我们首先抓的是思想政
治教育，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改革
是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部署，是
新时代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需要，必须坚决拥护。

其次是抓作风建设。要求市应
急管理局的干部1/3的时间要到基
层，到企业，到灾害点；区县应急管理
局的干部2/3的时间要到乡镇，到企
业，到灾害点。同时抓内部责任落
实，通过每周处务会，每月全局干部
职工大会，检查前阶段工作情况，安
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重庆日报：重庆的地理条件复杂，
许多地方地质结构较脆弱，各种自然
灾害较为频繁，目前市应急管理局已
基本整合了各种灾害应急的行政职
能，面对重庆特殊的情况，是否有更具
针对性的措施、方案、计划？

冉进红：一是在领导履职上，以
解决重大、突出问题为衡量标准，进
一步强化各级各部门重大风险管控
责任。

二是在主体责任落实上，必须围
绕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到位，进一步强
化全员责任制，扎实开展“日周月”隐
患排查整治。

三是在部门执法上，必须围绕执
法“清零”“执法量提升”和“一案双查、

三责同追”要求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严
格执法、严肃追责工作力度。

四是在责任制落实上，在全市范
围组织开展自查、交叉检查、抽查、督
查和倒查，推动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
部门监管责任落实。

五是在事故灾害防范应对上，必
须围绕灾害后果的有效控制，进一步
强化应急准备，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
预警，做好临灾研判和群查群防、紧急
疏散撤离人员等工作。

重庆日报：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工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会流于
事后应对，现代应急管理理念要求的
是管理关口前移，尽量确保将危险和
事故都消灭于萌芽状态，请问您在这
方面有哪些宏观思考和具体举措？

冉进红：要将危险和事故都消灭
于萌芽状态，就必须落实安全生产和
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做在前面、做
在平时、做在基层”指示要求，全面普
查灾害风险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点，对查出的风险隐患点，做到整改
责任人、整改方案、整改内容、整改资
金和应急预案五落实。坚持底线思
维，预防为主，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控制在事故灾害之前，这也
是我们应急管理工作所追求的“无急
可应”状态，我们称之为应急管理工
作的最高境界。1—6月，全市共排
查整治自然灾害风险点1万余处、企
业安全隐患近35万条，基本达到了
主动排查超前预防、“强身健体”迎战
高温汛期的目的。

关口前移
努力将危险和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

——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冉进红
本报记者 陈波

一、危险化学品类
1.中央管理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2. 中央管理以
外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3. 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非药
品类（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5.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
查；6.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7.烟花爆竹建设项目设
施设计安全审查；8.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试生产（使用）延期审批。

二、非煤矿山类
中央管理以外的非煤矿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

三、工贸类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四、安全机构评价类
安全生产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

认定。

五、特种作业操作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

核发。
（资料来源：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市应急管理局主要办理事项

八
月
八
日
，重
庆
市
二○
一
九
年
事
故
灾
害
综

合
应
急
演
练
在
万
州
区
举
行
。（
资
料
图
片
）

首
席
记
者

谢
智
强

摄

志愿者看望帮扶贫困学生并
送去助学金。

（星火志愿服务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