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期）

第五十六条 受到自然灾害危
害或者发生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的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救
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
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
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
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
措施，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报

告；对因本单位的问题引发的或者主
体是本单位人员的社会安全事件，有
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上报情况，并迅
速派出负责人赶赴现场开展劝解、疏
导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其他单位应
当服从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
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做好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工作，并积极
组织人员参加所在地的应急救援和

处置工作。
第五十七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

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
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
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
助维护社会秩序。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五十八条 突发事件的威胁

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履行统
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
的人民政府应当停止执行依照本法
规定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同时采取
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
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
全事件。

第五十九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结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

责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对突
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组
织受影响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
活、工作和社会秩序，制定恢复重
建计划，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
告。

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
府应当及时组织和协调公安、交通、
铁路、民航、邮电、建设等有关部门恢
复社会治安秩序，尽快修复被损坏的

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
供热等公共设施。

（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十）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4.问：建设单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承
担什么职责？

答：一是应当有满足施工所需要的资金
安排。二是按合同约定每月向施工总承包
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人工费用，不
得与施工总承包单位因质量、造价等发生争
议为由不按时拨付。三是加强对施工总承
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

5.问：建设单位在什么情形下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答：一是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个人或者不
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工资
的，由建设单位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

行垫付农民工工资。二是未依法提供工程
款支付担保的、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的、
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及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责令项目停
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待续）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要点十二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建设单位日前，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牵头起草制定的《民用卫
生口罩》团体标准已经正式发
布。口罩团体标准的起草人之
一、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靳向
煜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热衷于选
择N95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

孩子能戴N95口罩吗？
不少家长已经发现，孩子戴

口罩时往往“张嘴呼吸”，还有的
孩子戴着口罩呼吸困难。针对
这一现象，靳向煜表示，佩戴口
罩就好比是给自己的呼吸系统
设置了一道“过滤屏障”，这道屏
障既要阻隔颗粒物、飞沫等，又
要保证呼吸顺畅。儿童肺部力
量相对较弱，长时间佩戴的儿童
口 罩 首 先 就 是 要 求“ 通 气 舒
适”。在口罩团体标准中，明确
规定了成人口罩的通气阻力必
须小于等于49帕，儿童用口罩通
气阻力必须小于等于30帕。靳
向煜特别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热
衷于选择 N95 口罩及医用外科
口罩，“这类口罩的通气阻力都
在300帕左右，虽然防护性能高，
却不利于透气，对于儿童日常防
护而言并非最佳选择。”但通气
阻力小了，是否会影响口罩的防
护性？据了解，团体标准中成人
口罩和儿童口罩的防护标准“一
视同仁”，同样严苛。

标准规定儿童口罩对粉尘、
飞沫、气溶胶等颗粒物的过滤效
率不低于90%，细菌过滤效率不
低于95%，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
佩戴口罩后对细菌防护的需

求。同时，考虑到儿童活泼好动
自主处理能力差，还规定了儿童
用口罩的阻燃性能，指标参考
YY0469-2011《医用外科口罩》，
设定口罩离开火焰后燃烧时间
不大于5秒。此外，按照新标准，
儿童口罩宜采用耳挂式口罩带，
口罩带不应有自由端，不应有可
拆卸小部件等，不应存在可触及
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儿童
用口罩原材料不应使用再生
料。靳向煜说，在如此严苛的安
全标准之下，只要消费者选择购
买合格合规的儿童口罩，安全性
和舒适性可以兼得。

医生提醒▼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感染管理部的专家宗志勇、
王妍潼建议：

不要给 7 岁以下的儿童戴
N95口罩，哪怕是做了特殊空气
阀设计的N95口罩，因为呼吸阻
力会太大，小朋友会有窒息风
险。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何浩表示：N95
口罩能过滤掉95%的微小颗粒，这
势必会影响它的透气性。戴久了
会因缺氧、二氧化碳潴留酸中毒，
而感到困倦、头晕、胸闷。不建议
孩子戴着口罩做剧烈运动，可能
会引起缺氧。如果孩子需要上体
育课的话，建议在户外进行，进行
体育活动时可不戴口罩，尽量选
择可保持一定距离的运动项目，
比如做操，避免密切接触。

卡通花色口罩能买吗？
不少家长在选购儿童口罩

时很犯愁，普通的口罩小朋友不

愿意戴，小朋友喜欢花花绿绿的
或者有卡通图案的儿童口罩。
但这样的口罩到底是否安全、防
护效果是否会打折扣？在《民用
卫生口罩》团体标准中规定了口
罩与皮肤直接接触织物不得染
色，但此条要求不适用口罩外
层，口罩外层是否染色及是否有
各种图案由企业自行设计，标准
不做要求。“漂亮的口罩要慎
买。”靳向煜说，儿童口罩染色用
的颜料最好能达到“食品级标
准”，反之用化工原料染色的口
罩长时间佩戴反而会造成负面
影响。

口罩尺寸如何选择？
而关于大小尺寸的选择问

题，《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对
儿童口罩规格也有大号（L）、中
号（M）、小号（S）之分，但是很多
人还是“傻傻分不清楚”。靳向
煜提示，儿童口罩不适用于36个
月及以下的婴幼儿。他建议，小
号一般适用于3-6周岁儿童，儿
童佩戴口罩会影响呼吸，所以年
龄小的儿童佩戴口罩要慎重，家
长一定要注意观察随时调整。
中号适用于6-9周岁儿童，大号
一般建议 10 周岁以上儿童佩
戴。靳向煜说，由于儿童生长发
育存在个体化区别，因此按年龄
段选择口罩仅作为参考，家长在
选购中，给孩子试戴后选择符合
脸型大小的口罩才是最佳方案。

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医务人员对口罩佩戴时间

有严格规定，那么学生等在学校
这类公共场合戴口罩，该多久换
一个呢？靳向煜说，每个人的呼
吸量、讲话次数及运动量都不一
样，一般情况下使用一次性口罩
一天一换就足够了，“要选择合
适尺码的口罩，保证口罩密闭
性，戴口罩时要用双手紧压鼻梁
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上端紧贴
鼻梁，向下拉伸口罩，不留褶
皱。”

东华大学非织造材料科研
团队提示儿童使用口罩需注意
以下事项：

①儿童口罩不适用于 36 个
月及以下的婴幼儿。②儿童口
罩分为大、中、小号。小号：适
用于 3-6 周岁儿童，佩戴需谨
慎。中号：适用于6-9周岁儿童
大号：建议 10 周岁以上儿童佩
戴注：由于儿童个体化差异较
大，以上仅供参考，试戴更重
要。③儿童口罩宜采用耳挂式
口罩带，口罩带不应有自由端，
不应有可拆卸的小物件。④儿
童口罩鼓励个性化设计，但卡
通花色口罩对染色颜料和工艺
要求较高，建议慎选花哨的儿
童口罩。⑤学校等公共场合日
常防护，一般情况下戴口罩一
日一换即可。

学生千万别这样戴口罩，损害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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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场市场监管所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检
查。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睿） 根
据市政府《开展非法制售口罩专
项整治方案》要求，近期，市市场
监管局采取多项举措，扎实推进
非法制售口罩整治。

该局突出重点，进行靶向施
策，以口罩生产的核心原材料熔喷
布质量安全为重点，密切关注“熔
喷布之乡”扬中市整治动态，立即
对照彻查，对相关企业进行现场检
查、抽检，并及时采取扣押、召回等
措施，确保仙桃企业生产和使用的
熔喷布质量安全。4月25日至28

日，市市场监管局组成4个专班对
19个镇办开展拉网式排查，对54
家经营范围中含有“非纺织布”字
样的企业开展现场检查，累计查封
非法熔喷布设备10台、原料8吨、
熔喷布成品255斤。

另外，该局组成 4 个整治督
查专班，每天对全市19个镇办非
法制售口罩整治工作进行督导，
推动各地扎实开展整治工作。4
月25日，沔城镇整治专班根据举
报线索，对该镇洲岭村四组（鸡场
里面）的口罩小作坊开展突击检

查，现场责令停产，查封机器设
备，扣押口罩3箱。4月24日，剅
河镇整治专班严把准入关口，对
新申报注册的口罩生产企业，严
格现场检查，规范生产环境，要求
必须待证照齐全和厂房安全消防
达标后才能生产。

截至4月28日，全市各地共
计摸排非法制售口罩作坊 547
家，按照“四个一批”要求，取缔关
停345家，整顿提升141家，引导
规范办证49家，立案查处2家，强
力推进整治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扎实推进非法制售口罩整治 工业园市场监管所

持续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文军） 为进一步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彻底排查企业特种设备安全事故隐患。近日，工业
园市场监管所在辖区组织开展了特种设备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切实保障复工复产企业特种设备安全平
稳运行。

该所上门发放特种设备登记表，对企业使用的
锅炉、液体贮罐、无缝钢瓶、杜瓦罐、叉车、货运电梯
等特种设备信息及安全管理人员的信息，逐一登记
造册，并核对和完善，，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根据辖区特种设备台账，该所对辖区 25 家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以辖区仙桃职院、
职院附属医院、食品生产企业及气瓶充装经营单位
为重点，采取查阅使用特种设备企业制定的应急预
案、安全风险管控记录、隐患排查记录、设备维修
检修记录、安全管理制度、责任分工规定等资料，
并依据问题清单，建立隐患台账，并逐一落实整
改。

该所强化指导，加强重点整治，组织专班对特种
设备数量较多及涉及群众较多的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督促企业落实特种设备“三落实、两有证、一检
验、一预案”的要求，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当场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跟踪督查，确
保按期完成整改。

截至目前，该所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25
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6 份，消除安全隐患 3
处。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祥） 城区集
贸市场环境“脏乱差”、基础设施陈旧，
成为文明创建的最大短板之一。根据
市创城指挥部明确的工作职责和任
务，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国资
委、城区三办一园等单位，坚持“四个
导向”，全力开展市场环境整治，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该局坚持防疫导向，强化市场安
全监管。疫情初期，迅速关闭所有市
场内活禽销售摊位共 71 处。1 月 21
日至今，派驻干部118人下沉一线，在
城乡52个集贸市场驻点包保监管，督
促市场开办方每日清洗消毒；加强出

入口管理，人员进出一律要求戴口罩、
测体温、亮绿码通行；不间断开展巡
查，坚决杜绝活禽宰杀和入市销售；加
强食品安全管理，督促熟食摊位配备
使用“三防”设施，从业人员穿工衣工
帽，戴口罩、手套。安全有序推进商
场、超市、餐饮、药店复工复产，赋予

“专属二维码”，实行“测温＋扫码”管
理，保障疫情期间的市场安全。

同时，该局坚持惠民导向，推动
市场提档升级。提请市政府将城区
新建 8 座集贸市场、改建 15 座老旧
集贸市场纳入 2020 年十件实事。组
织专班到武汉、襄阳考察学习，坚持

“一市一策”推进改建工作。目前新
建市场已制定建设规范，完成选址
和规划；改建市场已列出任务清单，
昌盛、大洪、健康路市场改建工程已
率先启动。在商场、超市等商贸企
业，对标开展创建督导，督促诚信文
明经营。

另外，该局坚持卫生导向，开展
市场环境整治。提请市创城指挥部
和市政府印发《全市集贸市场环境整
治工作方案》。结合“爱卫月”活动，
市政府两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集贸
市场整治工作。组织成员单位和城
区三办一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17

次，取缔马路市场流动菜贩 639 处，
规范出店经营、占道经营行为 920
次，拆除违章搭建遮阳棚 97 处，清理

“牛皮癣”1300多处，规范车辆停放秩
序1700处。

此外，该局坚持安全导向，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落实猪肉销售“两证
两章”管理制度，严防白条肉流向餐
桌。开展市场内熟食店食品安全大
排查，严查证照，责令落实“三防”设
施、从业人员卫生操作，规范熟食店
128家。购置38套快检设备，为群众
提供免费快检服务，确保老百姓餐桌
上的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枫） 为
打通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出
口通道，助力复工复产，减小防疫
产品出口质量风险，市市场监管
局于4月28日至29日，组织开展
了全市防疫用品生产企业认证咨
询公益活动，邀请德国DQS湖北
分公司、英国ITS公司、广检集团
武汉分公司的技术专家进行现场
咨询授课。

活动中，专家组根据全市防
疫用品生产企业的获证情况，从
不同层次、角度，对防疫用品出口
认证程序、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国
内外标准制度规范和市场准入条
件等基本认证知识进行了集中讲
座，并对已取得CE认证、FDA注
册企业的认证情况开展一对一现
场诊断，为已获证企业辨别认证
的有效性和真伪性，提出了合理
化建议。

参加活动的企业一致认为，
此次培训的内容正是企业当前最
迫切需要了解的，专家组成员深

入浅出、耐心细致地讲解为企业
打通了一道道出口知识盲点与障
碍，一方面让企业了解了产品出
口基本程序和法规要求，另一方
面也能有效预防因虚假认证、无
效认证致使企业蒙受经济损失以
及较大的质量安全风险。

此次共举办了3场公益讲座
和咨询活动，现场发放《仙桃市口
罩企业质量提升现场诊断指南》
200 多份，130 多家防疫用品企
业、200 多名企业代表参加了现
场咨询活动。

此次认证公益咨询活动是
该局开展口罩产业质量提升的
一项重要举措，为推动全市口罩
产业抢抓机遇、提档升级奠定良
好基础。该局表示，将进一步发
挥职能优势，在标准制订、检验
检测、质量体系管理等方面积极
为企业服务，推动全市口罩全产
业链质量水平协同提升，全力助
推全市非织造布“四基地两中
心”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艳丽）
“你公司的叉车许可证马上快到
期了，请你公司及时办理相关手
续。”在仙桃市立拓包装有限公
司，胡场市场监管所检查人员肖
雄说道。

为贯彻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生
产要求，消除隐患安全隐患，预防
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胡场
市场监管所多项措施对辖区内复
产复工企业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
项检查工作。

一是做到底数清，台账明。该
所通过台帐档案对企业进行实地
核对，对所有企业所使用的锅炉、
压力容器、厂内叉车和电梯等特种
设备信息，安全管理员信息，使用
单位等信息重新核对和完善。

二是做到重整治，强监管。

组织执法人员对特种设备数量较
多及涉及群众较多的企业进行监
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特种设备

“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
案”的要求，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当
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并进行跟
踪督查，确保按期完成整改。

三是做到细服务，重帮扶。
坚持监管和服务并举，深入企业详
细介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的办理程序，针对一些企业相关证
件即将到期情况，该所一方面指导
帮助企业制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隐患整改措施，同时联系市特
检院帮助办理相关证件以便更好对
企业特种设备规范化管理。

此次检查，该所共检查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13家、排查特种设
备30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