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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消防、道路交通等 6 个重点领域

台州市暨温岭市防台抢险救援演练在东海塘举行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
“六大攻坚战”

500 人厉兵秣马备战台风季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祥 胜 实 习
生陈泱竹/文 记者刘振清/图） 昨
天上午，随着台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张晓强宣布演练开始，在
我市东海塘举行的 2018 年台州市
暨温岭市防御超强台风抢险救援
演练拉开序幕。省防指办常务副
主任王春来，台州市领导吴海
平、周厚江、郑敏强，我市领导
徐仁标、沈云才等在现场观摩演
练。20 多个部门、近 500 人参加
了此次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超强台风正面
袭击我市，全市各地发生大面积
强降雨，出现风雨潮“三碰头”
的情景。演练通过海上船舶避风
救援、旅游人员转移避险、流域
性洪水城市内涝应急防御、水利
工程险情处置、黄岩区长潭水库
防洪调度和突发地质灾害掩埋救
援等科目，锻炼应急抢险队伍，
检验训练成效，进一步提升我市
防御超强台风与流域性大洪水突
发应急抢险救援能力。
市委书记徐仁标在致辞中指
出，当前温岭正处于主汛期，防
台防汛工作即将进入实战状态。
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演练要
求，把防台防汛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力做好防台
防汛准备，全面落实抢险救援措
施，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
保圆满完成今年防台防汛各项任
务。
演练结束后，王春来代表
省防指办对演练圆满成功表示

演练现场。
祝贺，并作了点评。他表示，
这次演练出色地完成了各个演
练科目，达到了预期设定的目
标效果，充分说明台州各级党
委、政府对防汛防台工作的高
度重视。演练中，台州针对超
强台风和流域性大洪水等防汛
防台中的难题，设置了海上船
舶避风与援救等科目，场景险
情模拟环环相扣，抢险救援应
对科学；武警消防官兵、各部

门专业抢险队、乡镇基层抢险
队，还有红豹、天鹰、蓝天等
民间救援队等协同作战、密切
配合，成功完成各个抢险任
务，成效显著。
台州市委副书记吴海平在总
结时指出，此次演练组织严密、
内容务实、安排合理、进展顺
利。通过此次演练，全市上下防
汛防台的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
强，应急救援的能力得到了进一

步锻炼，这对于各地各部门做好
防汛防台工作具有很好的示范作
用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吴海平要求，全市各级务必
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认真落实台州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防大
汛、抗大灾、抢大险”的准备，
全力以赴做好今年防汛防台各项
工作，确保夺取今年防汛防台斗
争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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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助推企业裂变发展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文史委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讯 （记者黄晓慧） 近日，
市政协召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专题调研座谈会，调研组成员和市
委宣传部、市经信局、市农林局、
市文广新局、市三产办、市总工会
等单位代表畅所欲言，共商如何推
进企业文化建设。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重要阶段。为
进一步加强全市范围内的企业文化
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裂变发展，

市政协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作
为重点课题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港
澳台侨和文史委负责落实，从今年
3 月底开始，组织委员对该课题展
开专题调研。调研后发现，我市相
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鼓励和引导
企业开展实践探索，做了富有成效
的工作，比如深入引导，巩固企业
文化建设根基；优化服务，加大企
业文化培育力度；整合资源，完善
企业文化阵地建设。

但在调研中也发现，当前我市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仍有许多问题，
与新形势下企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调研组建议，
下一步要统筹协调推进，强化顶层
设计；因企而异培育，助力打造特
色；加强宣传表彰，实现互促共
赢。
“最主要的是老板的理念，企业
文化是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管理
价值观……”“中小企业建设企业文

化，应当结合转型升级，改变企业
形象……”调研组成员谈了对企业
文化建设的理解和建议。相关单位
代表也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指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深入分析研究企业文化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认真落实政协调研组的
建议和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系
统推进温岭企业文化建设。

想方设法不执行法院判决？

去年至今，法院已判处 15 人
本报讯 （记者赵云 通讯员李
洁） 法院判决后，被执行人拒不执
行怎么办？除了曝光、限制高消
费、司法拘留当事人，还可对当事
人进行判刑。昨天，市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惩处涉拒执犯
罪的情况。
涉拒执犯罪包括拒执罪、非法
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
公务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
其中以拒执罪最为典型。拒执罪，
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
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
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
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

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
为。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被执行人
在得知败诉或预料可能败诉时，即
及早采取行动，将有关的财产隐匿
或挥霍，客观上造成“无履行能
力”的状态，以为这样就能规避执
行，但这种行为同样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
2015 年 7 月 ， 最 高 法 出 台 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将拒执罪的追诉由以往
的单一公诉模式改为公诉、自诉并
行模式。申请执行人可直接向公

安、检察机关控告。公安、检察机
关不予追究的，申请执行人可以根
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
去年，市人民法院以拒执罪移
送公安机关 10 件 14 人次，以拒执罪
追究刑事责任 7 件 10 人。其中当事
人履行债务，认罪态度较好的 6 人
被判处缓刑，其余 4 人被判处实刑。
引导当事人自诉 2 件 2 人次，被
执行人均已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
已撤回自诉。
截至 6 月 10 日，今年以来以拒
执罪移送公安机关 3 件 3 人，以拒执
罪追究刑事责任 5 件 5 人。4 人判处
实刑，1 人判处缓刑。

此外，市人民法院还公布了 10
起 2017 年判处的拒执罪案件。这 10
起案件中，9 起的案由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还有一起是妨害公
务罪。
这起案件就是去年 3 月 17 日的
暴力抵抗执行案件。法院干警在查
扣一辆查封车辆时，遭到暴力抗
法，一名干警被车辆撞倒，当场昏
迷。
2017 年 8 月 11 日，路桥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以妨害公务
罪分别判处 4 名被告人 2 年 3 个月至
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等不同的刑
期。

11492 名考生参加中考
预计 6 月 20 日就可查成绩
本报讯 （记者陈潜） 高考刚刚
落幕，中考接踵而至。今天，2018
年 中 考 擂 响 “ 战 鼓 ”， 全 市 共 有
11492 名考生报名参加，相比去年
的 10859 人略有增加。
今年中考的时间为6月13日、14

日全天及15日上午，共两天半。与去
年一样，今年全市共设11个考点，为
市三中、市四中、温中实验学校、泽国
中学、箬横中学、市八中、新河中学、
城南中学、大溪中学、松门中学、温西
中学。其中太平考点人数与考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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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3329人、111个考场。
在此，本报呼吁广大市民，
考试期间应尽可能减少噪声污
染，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给考
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根据安排，中考阅卷时间为 6 月

温岭新闻网(http://www.wlxww.com)

16 日至 19 日，阅卷工作继续由台州
市教育局统一组织，采取网上阅卷
的方式。预计 6 月 20 日左右，考生
便可凭准考证号或报名序号查询个
人成绩。6 月 22 日左右，公布录取分
数线，并开放网上录取结果查询。

数字报(http://wldaily.zj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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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祥胜）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安全生产
工作，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今年 3 月份，我市
在消防、道路交通、海洋渔
业、危化品、城市安全、危
旧房等 6 个重点领域集中开
展安全生产攻坚战，严控各
类事故，有效防范较大事
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确保实现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人数同比下降 15%以上。
消防火灾攻坚战。深入
开展居住出租房、高层建
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
行车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
整治，推行出租房旅馆式管
理。建立健全高层建筑消防
安全监管责任体系。落实老
旧电器线路更新改造，强化
企业、场所安全用电管理。
落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
道路交通治理攻坚战。
深入开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全民大行动，持续加大电动
车、工程车交通违法行为整
治力度和曝光力度，强化交
通参与人的专项教育。推进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严
格落实重伤以上交通事故领
导到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渔业船舶治理攻坚战。
推动船员持证上岗、渔船挂
靠租赁、信息平台与指挥融
合、编组生产和单船航行管
控、渔商船碰撞等问题攻坚
克难。继续深化涉氨冷藏渔
船安全综合整治。严格落实
“铁十条”等各项规章制
度，全面压实渔船安全主体
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快
推进石塘渔船安全生产综合
管理试点，积极谋划国家渔
船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创
建。深入开展渔船安全整治
“五严一保”铁拳行动，加

大“三无”船舶的打击力
度。
危险化学品治理攻坚
战。全面推进城镇人口密集
区中小型和存在重大风险隐
患的大型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搬迁工作。完善危险化学
品运输安全管理机制。持续
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
险预防大数据平台建设。大
力开展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认真落实危化
品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度和
举一反三制度。
城市安全发展攻坚战。
深入开展城镇燃气、市政基
础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
全监控和信息化管理。全力
推进燃气行业综合监管平台
和液化气气瓶信息化平台建
设工作，规范瓶装液化气配
送。抓好市政基础设施运行
安全源头控制和提前介入能力
建设，统一组织供水、供气、
电梯、市政设施、园林、环卫
以及道路、桥梁、地下管网
等方面安全运行管理。
城乡危旧房治理攻坚
战。建立完善常态化网格化
巡查监管机制，健全农房建
设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农房
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一
户一档”，做到精准监管。
落实危旧房拆除过程中各项
安全生产防范措施，明确拆
除工程施工安全职责并落实
到人。
眼下，安全生产“六大
攻坚战”综合整治行动已取
得显著成效。
消防领域，截至今年4月
底，全市发生火灾数同比下降
31.9%，出租房、合用场所共
70082 家，整改率 92.13% ；
人员密集场所 2717 家，整改
率 95.74% ； 高 层 建 筑 801
幢，整改率 71.88%；已初步
建成 530 个千人以上行政村
志愿消防队和 16 个社区微型
消防站；推广应用电动自行
车智能充电桩建设，已建成
7194套。
（下转第四版）

小作坊
“变形”引关注
台州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整规提升现场会在大溪召开
本报讯 （记者陈潜 通
讯 员 莫 迪 茜 朱 锦 豪） 近
日，台州市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整规提升工作现场会暨
小作坊地方标准宣贯会在大
溪镇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
实地观摩了大溪镇两家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经过
改造提升的小作坊设备齐
全、环境明亮、操作规
范，改变了大家心中“脏
乱差”的固有印象。大溪
镇现有登记在册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 11 家，其中豆
制品 8 家、馒头制作 2 家、
米面制作 1 家，产品主要供
应大溪镇及周边市场。今
年 以 来 ， 市 市 场监管局以
大溪为试点，针对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环境“脏乱
差”、人员管理乱、安全意
识弱等主要问题，通过规范
改造已登记小作坊、探索完
善小作坊规范提升标准等举
措，打造群众放心、社会满
意的小作坊食品安全环境，
实现了大溪镇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从“合格”到“良
好”转变、由“良好”向
“优秀”迈进的阶梯式发
展。截至目前，大溪辖区内
所有食品加工生产小作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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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改造提升，小作坊建档
率达 100%，辖区内食品生
产加工环境得到显著改
善，食品安全风险得到有
效控制。此项工作正在我
市其他区域进行推广。
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整规提升
的工作成效，并就各地如何
继续做好整规提升和地方标
准的宣贯提出了要求。会议
强调，要充分认识到目前小
作坊整体的食品风险仍然较
大、形势依旧严峻，必须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本次
现场会为契机，研究标准宣
贯的具体方案，创新思路做
好宣传发动工作，强化示范
创建工作，以百家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示范创建为抓
手，落实人员配置，贯彻标
准规范。
会议还对今年新发布的
《浙江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
进行了解读。该地方标准的
出台，进一步填补了我省小
作坊管理规范的空白，将有
利于引导业主加强食品生产
经营过程的卫生管理，提高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为基
层加强日常监督检查提供规
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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