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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
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

以案促改工作方案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警示教育作用，深入推

进安全生产以案促改，根据省政府第 83 次常务会议精神和省纪委

监委《关于围绕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案件开展以案

促改的纪检监察建议》(豫纪〔2020〕62 号)(以下简称《纪检监

察建议》)、中共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关于印发义马气化厂

“7·19”重大爆炸事故以案促改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应急党

〔2020〕29 号）及 6 月 24 日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关于义马气化厂

“7·19”重大爆炸事故以案促改视频会议精神，经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研究决定，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开展义马气化厂“7·19”重

大爆炸事故以案促改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

论述及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坚持问题找不准不放过、原因分析

不透彻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过硬不放过、成效不显著不放过原则，

以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为典型案例，以事故暴露出

的问题为切入点，对近年来我市有关行业领域发生的较大以上事

故进行检视，查找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以切实可行的措施抓好整改，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



— 3 —

想，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提高安全监管能力，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二、工作目标

经市应急管理局党委研究，按照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安排，对

省纪委监委提出的纪检监察建议，按照“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认真整改、全面落实”的要求，围绕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

炸事故暴露出的作风不实、管理漏洞、制度缺陷、监管不力问题，

剖析原因，查找短板，完善制度，着力解决事故案件暴露出的发

展理念不牢、审批程序不严格、审查把关不细致、监督检查不到

位、等级评定不严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市应急管理工作

实际，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治本效果，树立“把

艰险扛在肩上、把平安留给百姓”的应急管理理念，激发全市应

急管理系统党员干部忠诚干净、勇于担当，推动应急管理能力和

应急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三、方法步骤

突出警示教育、查摆剖析、深入整改、建章立制、总结提升

五个重点环节，分宣传发动、查摆整改、完善制度、检查总结四

个阶段，把学习、查摆、整改、提升贯穿始终，前后贯通、环环

相扣、融为一体。

（一）宣传动员（自 6月 24日起至 7月 10 日）

按照省应急管理厅党委要求，集中收听收看义马气化厂“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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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爆炸事故以案促改视频会议，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对全市

以案促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按照省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建议，召

开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会议，对省政府第 83 次常务会议精神、省

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建议》再学习、再研究。各县（市、区）应

急管理（安全监管）局党委（党组）、机关及局属单位各党（总）

支部要组织学习传达有关报告、建议和文件要求，组织研究部署

以案促改工作。充分利用局网站，编发信息简报，及时报道各单

位以案促改情况，营造浓厚以案促改氛围。

（二）查摆整改（自 7月 11日起至 7月 25 日）

围绕两个报告，对照《纪检监察建议》提出的“五不问题”、

“五项建议”和典型案例暴露出的问题，反躬自省，查摆存在问

题。召开党委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各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进行深刻剖析；结合民主生活会和

组织生活会提出的批评意见，举一反三，找准症结，认真分析产

生问题的主客观原因，注重查找主观原因、剖析思想根源；对查

摆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梳理，逐个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订整改

措施，认真进行整改。

（三）完善制度（7月 26 日至 8月 25 日）

针对查摆剖析出的问题，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清理、评估、

修订、完善，堵塞漏洞，补齐短板，不断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

的有效机制。

（四）检查总结（8月 26 日至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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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委以案促改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了解、

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等方式，对各部门以案促改工作情况、问题

台账、整改措施、规章制度、以案促改效果进行督导检查，对以

案促改敷衍应付、工作不力的，要责令整改、严肃问责。

四、以案促改内容

（一）强化理论学习，树牢红线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

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对照红线底线开展理论学习。一是持续深刻

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和

安全红线意识，把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政治责任和政治任

务，深刻反思事故教训，进一步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理念，着力提高应急管理部门政治站位。二是以义马气

化厂“7·19”事故为重点，结合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

炸事故、浙江温岭“6·13”槽罐车爆炸事故和省内近年来典型事

故案例，举一反三，多案学习，梳理分析，从思想认识上剖析监

管原因，深挖问题根源，把最本质的问题、最核心的原因、最明

显的短板、最深刻的教训总结出来，学深悟透，着力提升应急管

理部门履职能力。

责任单位：局班子成员、机关及局属单位各党（总）支部，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局党委（党组）。

（二）围绕“两个报告”，开展专题学习讨论。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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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7·19”

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和《三门峡市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责任追究报告》处理

意见和工作建议，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谈感受、谈启

发、谈不足，开展“四问”学习讨论，深刻反思“事故教训在哪

里”，深入查找“安全隐患在哪里”，认真检视“工作差距在哪里”，

认真谋划“防范对策在哪里”。通过“四问”学习讨论，进一步增

强警醒意识、责任意识，力争在工作理念上取得突破，在工作方

式上取得突破，在工作重心上取得突破，在工作能力上取得突破。

责任单位：局班子成员、机关及局属单位各党（总）支部，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局党委（党组）。

（三）对照“五不”问题，深化以案促改。认真对照《纪检

监察建议》提出的“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审批程序不严格，

审查把关不细致，监督检查不到位，等级评定不严肃”问题，认

真检视，分析原因，做好自查。

1.对照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问题，查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存在

的差距，以及创新意识不强，安全监管方式方法、规章制度难以

适应新形势需要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韩俊远 任立公；牵头部门：办公室；机关各处

室负责。

2.对照审批程序不严格问题，查找安全生产许可审批制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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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程序存在的缺陷，以及在许可证办理、换发，程序执行、监督

考察、督促指导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时富宗 白博文；牵头部门：审批办、法规处；

危化处、基础处、科信处、人事处、宣传处、调查处负责。

3.对照审查把关不细致问题，查找企业设备安全论证、技术

规范标准执行、试生产报备审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时富宗 白博文；牵头部门：审批办、法规处；

危化处、基础处负责。

4.对照监督检查不到位问题，查找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

理职责、界定各级各部门安全监管职责、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和执

行、开展重大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监督指导、履行属地监管职责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郭项峰；牵头部门：监察支队；综合处、危化处、

基础处、人事处、宣传处、科信处、调查处负责。

5.对照等级评定不严肃问题，查找危化、非煤矿山、工贸等

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评定，以及安全生产各

类等级资格认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减灾处；危化处、基础处负

责。

（四）注重以点带面，全面深刻检视。对照应急管理系统各

项工作，站在补齐制度体系短板、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高

度，深入剖析问题，全方位深刻检视自身存在问题，以刀刃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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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革命精神，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使化工企业进园区

取得明显进展，安全许可“回头看”取得明显成效，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得到根本治理，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系统、重点行业双重

预防体系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分级分类监管执法更

加规范精准。

1.深刻检视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提质增效、信息系统建设

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减灾处；危化处、基础处负

责。

2.深刻检视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建设运行、危化品生产企业

许可“回头看”、烟花爆竹清零“回头看”等重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危化处；基础处负责。

3.深刻检视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和管理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时富宗；牵头部门：预案处；危化处、应急救援

保障中心负责。

4.深刻检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综合处；各处室负责。

5.深刻检视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应急指挥通信网建设、应急

管理大数据中心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责任领导：丁清卫；牵头部门：科信处；应急指挥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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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刻检视基层应急管理队伍、装备和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

和不足。

责任领导：朱建勋；牵头部门：人事处；科信处、综合处负

责。

7.深刻检视应急管理改革后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工作中存在

的短板和不足。

责任领导：时富宗；牵头部门：火防处、防汛处。

8.深刻检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看岗位

工作风险和廉政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控。

责任领导：韩俊远 任立公；牵头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

委；机关及局属单位各党（总）支部负责。

（五）对照“五项建议”，全面落实整改。认真对照《纪检监

察建议》提出的五项整改建议，结合查摆问题，举一反三，全面

梳理，深入研究，逐项提出具体贯彻意见和整改措施，建立整改

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完善整改措施，确保整改效果。

1.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对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强化执

法检查和专项督查，督促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初步整改措施：认真落实事故调查报告防范整改措施，完善

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方法，加大监管力度，找准关键节点和关键

时段，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频次，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

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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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危化处；基础处、监察支队、

综合处、科信处负责。

2.认真督促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配足配齐安全生

产监管人员、车辆和执法装备，尤其要注重加强危化专业人才配

备。

初步整改措施：开展基层执法队伍能力调研，调研县（市、

区）、乡镇（办事处）安全生产监管人员、执法车辆和执法装备是

否能够满足监管需要，专业监管人员配比是否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对调研发现的问题，以市安委会办公室名义督促各级政府

整改，配齐配足监管力量。

责任领导：朱建勋；牵头部门：人事处；科信处、危化处、

基础处、监察支队、综合处负责。

3.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要严把安全许可审批关，

科学规划危险化学品区域，严格控制与人口密集区、公共建筑物、

交通干线和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之间的距离。

初步整改措施：通过落实中央和省委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实施意见、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化工企

业进园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许可“回头看”，切实加强危险化

学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严把危险化学品企业准入关口，实行投

资规模限制措施，严禁危及安全生产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产品进

入市场；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审查，严格企业基本安全

生产条件，对不符合安全防护条件要求的企业一律不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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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马龙飞 时富宗；牵头部门：危化处、审批办；

法规处、科信处负责。

4.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等单位开展彻

底摸底清查，进行系统性全面风险辨识，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和风

险容量。

初步整改措施：通过推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预

警，规范提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全面

排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企业，组织开展危险化

学品企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企业认真排查

安全风险点，确定风险等级，强化风险管控措施，全天候、全员

开展隐患排查，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稳定。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危化处；减灾处配合负责。

5.认真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的指导意见》。

初步整改措施：扩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风险预警系统在

线监测范围，由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向三四级重大危险源延伸，全

市重大危险源技术数据信息全部上传至各县（市、区）应急管理

部门，推进重点企业三维倾斜摄影和危险化学品“一张图”建设，

实现实时监测、动态评估、及时预警、事故应急支持、上下互联

互通等功能。

责任领导：马龙飞；牵头部门：危化处；科信处配合负责。

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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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党委成立党政主要领导

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机关及局

属单位各党（总）支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全面负责以案促

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以案促改日常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局

党委（党组）要对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积极推动以案促改

各项工作落实。

（二）层层压实责任。对省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建议，明确责

任领导、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

清单，挂图作战，集中整改。局党委统筹领导全市应急管理系统

以案促改工作，局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职责抓好分工范围内的以案

促改工作。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党委（党组）、机关及

局属单位各党（总）支部组织实施本单位以案促改工作，逐级落

实责任，责任到岗，任务到人。派驻纪检监察机关、机关纪委对

本单位以案促改工作进行监督。

（三）加强督促检查。派驻市应急管理局纪检组对此次以案

促改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各单位以案促改工作进行检查，重点

对查摆问题、原因剖析、整改落实等环节进行检查，全面了解各

单位以案促改工作成效，及时发现以案促改问题和不足，对查摆

问题不认真、整改落实不到位的，进行重点指导，强力推进整改，

确保以案促改工作落实落细、取得实效。

（四）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完善党委（党组）统一领导、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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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督导跟进、各单位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各级应急管理（安

全监管）部门党委（党组）要加强领导，统筹协调，把以案促改

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组织好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各支部要按照时间节点及时推进，主动向领导小组办公

室报告工作情况。各级驻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纪检监察机

关把此次以案促改作为加强监督的重要内容和工作任务，全程参

与、全程监督、全程指导。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局党委（党组）、机关

及局属单位各党（总）支部要按照时间节点，每阶段工作结束后

3 日内，向市应急管理局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

开展情况，9月 3 日前，报送整体工作完成情况。

附件：中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义马气化厂“7·19”重大

爆炸事故以案促改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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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
义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

以案促改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韩俊远 党组书记、副局长

任立公 党组副书记、局长

副组长：朱建勋 党组成员、副局长

丁清卫 党组成员、副局长

郭项峰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房志伟 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

马龙飞 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时富宗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鹏 党组成员、调研员

安春茂 副调研员

罗志国 副调研员

邢兴强 副调研员

陈卫华 总工程师

白博文 副调研员

李华铭 副调研员

王红梅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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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魁文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书记、支队长

成 员：周洪兵 办公室主任

李建新 应急指挥中心主任

张 鑫 人事处处长

贾 辉 机关三支部书记、宣传训练处处长

赵松灿 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

余满成 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负责人

张新永 机关四支部书记、火灾防治指导处处长

刘晓伟 机关一支部书记、防汛抗旱处处长

李庆贞 机关二支部书记、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

郭 勇 安全生产基础处处长

杨庆伟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处长

许绍伟 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处长

薛学善 法规处负责人

白经华 规划财务处负责人

李海霞 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处长

李家勋 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

蒋 啸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党支部负责人

冯松建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马向前 郑州矿山救护大队副大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朱建勋、安春茂、陈卫华兼任办公室

主任，办公室设综合组、监督组、宣传组三个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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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组设在调查评估和统计处，负责全市应急管理系统以案

促改综合协调工作，李海霞任综合组组长。

监督组设在机关党委，负责局党委及各支部以案促改组织指

导、督导检查、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工作，申绍辉任监督

组组长。

宣传组设在宣传训练处，负责以案促改宣传报道工作，贾辉

任宣传组组长。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