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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观点左

据媒体报道，11月30日，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所辖响
水等7个基层人民法院，对江苏响
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
大爆炸事故所涉 22 起刑事案件，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7个被告单
位和53名涉案单位及其上级单位
的负责人因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
等罪，被判处13年至20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

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
司“3·21”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
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9 亿元，资产
损失之大、人员伤亡之多、影响教
训之深，在近年来发生的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中极为少见。对这起
案件的一审宣判，让公众看到了
法治的威力，看到了漠视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不重视安全生产规
程引发重大事故的不可承受之
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是什么原因让违法犯罪分子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什么原因
让违法行为长期存在而没被及时
发现？又是什么原因能让执法
者、监督者与不法商家沆瀣一气、

共同隐瞒？
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利益驱使下的掩耳盗铃、不
把危险当回事的麻痹和侥幸心态。

为了赚取利益，涉案企业及
其上级单位在国家三令五申强化
安全生产的情况下，依然铤而走
险；为了获取好处，监管部门明知
涉事企业存在不安全、不合法行
为依然不闻不问，甚至故意遮掩；
为了利益回报，负有监督职责的
中介机构将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
变成获利工具。在麻痹和侥幸心
态的驱使下，法律法规成了“纸老
虎”，监管程序成了“遮羞布”。

在近年来发生的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中，“麻痹和侥幸心态”成
为高频词。多起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的调查结论中，我们都能见
到它，事后的整改、强化管理多会
提到要克服侥幸和麻痹心理，警
示教育中也多会重申警惕侥幸和
麻痹心理。但是，一次次的教训、
一次次的处罚、一次次的整顿之
后，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麻痹和侥
幸心态依然故我。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有关安
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越来越严密，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的程序设计越

来越完善。之所以严密的制度程
序被撕开口子、出现漏洞，一个重
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没有从内心剔
除麻痹和侥幸心态，总觉得事故不
会发生在自己企业或自己管辖区
域，总以为“倒霉的事不会落在自
己头上”，将一次没发生事故的偶
然当成永远都不会出事的必然。

铲除这种不把危险当回事的
麻痹和侥幸心态，除了强化制度
建设、行政管理和教育整顿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法律的威严得到足
够彰显，让相关人员体会到“一次
失足”可能带来一辈子都无法弥
补的严重后果。要让刑法、安全
生产法等法律发挥出“刮骨疗毒”
的功效，必须加重违法者的犯罪
成本，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形成“无缝对接”的执
法链条，运用高技术的监督手段，
以猛药去疴的态度，发出重锤警示
的信号，倒逼相关人员不敢抱有任
何麻痹和侥幸心态，真正让“生产
必须安全”的理念深植人心。

□郭振纲

营之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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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

企业解难题 用户得实惠

“兴化的液体硝酸铵罐车来了，大家注
意，准备卸车。”葛洲坝易普力新疆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张志文向员工喊话。

11月28日，一辆满载陕西兴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化）液体硝酸铵的罐
车，经过 60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又一次成功
将 30吨硝酸铵溶液运送至 2600余公里外的
新疆客户厂家。

“我们是兴化最远的硝酸铵用户，自从兴
化攻克液体硝酸铵远距离运输难题后，我们
加大了液体硝酸铵的使用比例，公司生产成
本大大降低。”张志文难掩内心的喜悦。

从 2016年兴化液体硝酸铵运输半径不

超过 1000 公里，到 2019 年 9 月突破 2600 公
里，兴化受益匪浅。

截至 11月底，兴化液体硝酸铵月销量平
均稳定在5000吨以上，同比增长150％，新疆
用户消化占比达到 80％。7月份，兴化更是
实现液体硝酸铵单月销量突破 7000吨的历
史最好成绩。

受化工市场需求疲软和利润下滑等因素
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的液体硝酸铵
受到众多民爆企业的青睐。民爆企业省去固
体硝酸铵的破碎和熔化过程，生产企业节约
了蒸发浓缩、结晶造粒、包装、储存和人工搬
运等成本。

但受制于液体硝酸铵运输过程中的失
温现象，经常导致硝酸铵结晶，影响客户卸
车和使用，大多数液体硝酸铵长期以来不能
出“远门”。

这一现象得到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硝酸硝
铵分会的高度重视。2019年9月，分会会长、

兴化副总经理席永生指出，由兴化牵头，全
行业共同携手，尽快解决液体硝酸铵远距
离运输难题，促进硝酸铵市场健康有序长
久发展。

作为亚洲最大的硝酸铵生产基地之一，
兴化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在液体硝酸
铵远距离运输方面“闯”出一片新天地。

兴化销售部、质监部和硝酸铵车
间，密切联系新疆等下游民爆企业，
探讨优化工艺，制定远距离运输方
案，从内在工艺和运输车辆管控“双管
齐下”。

浓度、温度、PH 值、溶液沸点、燃
烧残渣……技术人员反复调整、优化工
艺。同时，精准掌控运输车辆的罐体结
构、外部保温、罐体加热等运行参数。

经过不懈努力，兴化攻克难题，打通
了远距离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
液体硝酸铵销售半径全国覆盖，成为全

行业液体硝酸铵远距离运输的领头羊。
“客户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下一

步，我们还要加大液体硝酸铵市场的开发力
度，把兴化液体硝酸铵送到更多客户手中。”
兴化销售部大区经理郭军说。

本报讯（马倩） 11月 27日，国网榆林供电
公司实现了安全生产 6700天，这表示在这 6700
个日日夜夜中该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
发生电网重大安全停电事故，创造了新的安全
生产长周期纪录。

多年来，该公司以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为手
段，连续几年开展配网绝缘改造等措施，持续提
升台区电网可靠性，通过提高群众客户安全用
电意识，增加社会安全用电的主环境，减少因外
破导致的电网故障，在特殊时段开展各类防外
破、防火、防触电等电力安全知识宣传，发动人
民群众保护电力设施不被破坏，引导社会各界
正确安全用电。

再创安全生产长周期纪录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息窗信

本报讯 城市发展的活力需要
人才，而让人才发挥最大效能的，
则是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企
业。“抢人大战”也是一场轰轰烈烈
的“抢企大战”。12月 2日，企查查
大数据研究院推出《中国“抢企大
战”20强城市榜单》，其中初创企业
20强城市出现明显的断层落差，西
安、成都异军突起，而西安稳居第
一梯队第一名。

企查查数据显示，过去 3年，20
强城市共新增企业 2474万家（包含
个体工商户），其中 2017年新增 526
万家，2018年新增 596万家，2019年
新增 711万家，2020年 1-11月新增
640万家。总的来看，2020年虽受疫
情影响，但 20强城市新增初创企业
数量将与2019年持平。

新增初创企业 20强城市出现明
显的断层落差。数据显示，西安、成
都、深圳稳居第一梯队，新增初创企
业 200 万家左右，其中西安排第一
位；广州、上海、苏州、重庆跻身第二
梯队，新增初创企业 150万家左右；
青岛、郑州、天津、杭州、济南、南京、
北京、合肥、长沙等 13 城位列第三
梯队，新增初创企业 100万家左右，
其中青岛、郑州、天津是第三梯队中

“唯三”新增初创企业数量超过百万
的城市，分别有 115万家、103万家、
101万家。

此外，榜单中的许多细节也值得
深入挖掘。譬如，西安、成都、深圳是

“唯三”初创企业数量达到了 200万
家左右的城市。过去 3年中心城市
的“抢企大战”中，两个西部城市悄然
站到了最前列。

同时，“上广深”依然坚挺，北京
掉队。北上广深四大超级城市在过
去3年新增初创企业数量分别为：79
万家、158万家、166万家、196万家。

数据显示，过去 3年，20强城市
共迁入企业 9.4万家（包含个体工商
户），其中 2017年迁入 2.9万家，2018
年迁入 2.5万家，2019年迁入 2.9万

家，2020年 1-11月迁入 1.1万家。受疫情影响，2020年 20强城
市迁入企业数量远低于前几年。

从梯队格局来看，企查查数据显示，金华断层领先其他城
市，稳居第一名，也是唯一的“破万”选手。温州、苏州、杭州、乌
鲁木齐、上海5个城市跻身第二梯队，过去3年迁入企业在6000
家-8000家左右。嘉兴、徐州、济南等14城位列第三梯队，过去3
年迁入企业在2000家-5000家左右。

从 2017-2019年的复合增长率来看，数据显示，济南、西安
是“唯二”增速为正的城市，分别为 31.2%、11.7%。也就是说，20
强城市中九成城市近3年来迁入企业复合增长率为负。

企查查这份《中国“抢企大战”20强城市榜单》，结合各地的
落户政策、人才引进政策、购房均价等，可一窥我国各级城市在

“抢人大战”中暂时的领先者与落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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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
随着最后一片钢
箱梁架设到预定
位置，由中铁七
局三公司承建的
广东韶关韶州大
道项目控制性工
程——韶州大桥
顺利完成合龙，
同时标志着韶州
大道工程实现全
线合龙。韶州大
桥具有桩深、塔
高、梁重、跨大等
特点，全长 1027
米，宽44.5米，塔
高109.5米，工艺
复杂，线型多变，
被称为“粤北第
一桥”。

□董志振
侯寻阳 摄

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紧
盯车辆季节性安全风险，完善应急预案，分片区组织各运用车
间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各部门、班组协调联动，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图为该段新丰下行运用车间开展货车车辆转向架组装
演练。 □师欢 摄

据新华社电 临近年底，企
业抢工期、赶进度、增效益意愿强
烈，加之低温雨雪冰冻恶劣天气
增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
对此，应急管理部于2日通报了12
月份全国安全生产风险形势，要
求重点严防五大类事故。

一是要严防煤矿领域瓦斯事
故。今年 11月中旬以来，煤炭需
求持续旺盛，安全隐患随之增
加，要紧盯煤矿瓦斯、冲击地压、
透水等重大隐患开展排查和风

险治理。
二是要严防工矿商贸领域火

灾和坍塌事故。紧盯动火作业等
特殊作业安全管控，加强设施运
营安全检查并及时维修保养，防
止设施带病运转引发事故。

三是要严防化工、烟花爆竹
领域历史类似事故反复发生。春
节将近，烟花爆竹行业迎来生产
经营销售旺季，要加强生产、储
存、处置等各环节安全管理，定期
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扎实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
四是要严防建筑业赶工期、

抢进度引发事故。今年11月以来
建筑业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
年底前各类建设工程赶工期、抢
进度现象增多，安全管理容易松
懈，极易引发事故。

五是要严防道路运输领域恶
劣天气导致重大事故。今年11月
下旬以来全国发生多起道路运输
较大事故，近期涉及危化品车辆
事故也集中发生。

近日，延长石油集团1，4-丁二醇（BDO）产品
销售首发仪式在炼化公司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举
行。标志着延长石油首批BDO产品正式走向市场，

“延长牌”又增加新成员。 □常锐 白亮 摄

□曹杰 费新伟

本报讯（王蓓）近期，北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积极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氛围，在全
体职工中开展“制止浪费厉行节约 人人参与
献计献策”专项合理化建议活动。

本次活动结合公司实际，倡导理性和适度
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等方面落实提出好建议、好措施，动真
格、实打实，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活动要
求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动员
职工积极参与，多提好建议、有效建议，同时要
加强建议的改善、落实和完成，确保建议项项能
落实，条条促改善。目前，专项活动已征集建议
13条，为形成公司良好的节约氛围，引导全体职
工养成珍惜公司每一滴水、每一度电发挥了积
极推动作用。

营造节约氛围 坚决遏制浪费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讯（徐敏 李江林 聂新式）截至11月
28日，由中铁二十局集团承建施工的渝湘高速
公路彭（水）酉（阳）段龚滩隧道 1号横洞开挖 56
米，2号横洞开挖39米，累计实现安全掘进95米
的好成绩。

龚滩隧道，是彭酉段重点工程，也是渝湘高
速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其全长3917米，进
洞口距离 S304省道约 75米，出洞口位于阿蓬江
右岸陡崖地带，现场只能通过渔船到达出口附
近，距离 S304省道约 1.6公里，交通和施工难度
大。据了解，龚滩隧道1、2号横洞的进洞施工，为
隧道正洞后续施工释放资源、凝聚力量提供了
有力保障。同时，将有效提升通道通行能力，对
当地综合交通和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龚滩隧道横洞工程进展顺利
中铁二十局集团彭酉项目

本报讯（申超凡）近日，陕建一建第四公
司 2020年第二期道德大讲堂活动在韩城举行，
70余名职工参加。

该活动通过念诵劝善词，激发观众向善之
心，同时组织大家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学习礼仪
知识。职工们听完道德大讲堂后根据自身情况
主动作出道德承诺。接下来职工们一起观看了
关于梦想及追逐梦想的影片。活动结束后，大
家纷纷表示，此次道德讲堂活动的开展很有意
义，让人深受教育，使人心灵、思想得到洗礼和
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
觉悟和道德水准，为公司发展贡献应有的智慧
和力量。

道德大讲堂弘扬传统美德
陕建一建四公司

应急管理部：年底要严防五大类事故

让“生产必须安全”理念深植人心

12月1日，渭南市白水公路管理段召开冬季
公路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及时传达学习省
市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动员一切力量，
从严、从细、从实对冬季公路安全防范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 □兰芳 摄

□樊华

充装液体硝酸铵充装液体硝酸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