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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事故调查处处长高云飞

促进安全事故依法依规处理

“作为一名普通的安全人 ，
我必须为首都从业人员的安全着
想， 依法严查彻查事故， 为首都
安全生产形势好转无怨无悔地默
默奉献。” 高云飞现任北京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事故调查处处
长， 之所以能够持之以恒地忘我
工作， 他说除了源于内心深处的
责任感， 更源于家人全心全意的
支持。

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 他曾
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被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授予全国安监系统先进
个人、 北京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市安全监管局先后授予
他10次优秀、 1次嘉奖、 6次三等
功。 他所在的事故调查处党支部
也多次荣获市安全监管局优秀党
支部、 全国先进单位等称号。

以法学专业背景
起草7部地方法规

在中国政法大学取得法学硕
士后， 高云飞进入安监局后就被
安排到法制处工作。 “可以说是
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在从
事法制、 标准化和科技规划工作
的5年时间中， 完成了安全生产
五年法制工作规划， 先后起草了
《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 《北京
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办法》 等7部地方法规、 政府规
章， 5个国家级行业标准， 初步
建立起了首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法制体系。

制定新的法规， 必然会触动
一部分人的利益， 其中的艰辛和
压力可想而知。 制定商场超市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规章时， 听证会
上有老板激动地拍着桌子喊 ：
“你们这个立法增加了我们多少
经营成本 ， 摊位面积变小就算
了， 我还得专门找个员工负责看
着通道。 我强烈反对。”

“从安全通道的宽度 、 餐桌
摆放的数量 ， 到购物推车的码
放， 都有具体的要求。 如果不严
格要求， 一旦商场超市里发生问
题， 大家都出不去， 就会发生人
员踩踏事件。” 高云飞说。

然而， 立法通过后的两三年
里， 商家逐渐尝到了甜头， 随着
商场的经营秩序越来越好， 客人
更愿意去光顾， 商家的生意也越
来越好。

“看到北京整体的风貌都在
提升， 我作为操刀手， 成就感特
别强。” 高云飞解释说， 立法的
过程需要进行层层调研， 发掘社
会中企业、 民意所想， 并把它们
形成系统化的法言法语， 并形成
有效的解决手段， 是高度智慧的
一件事。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 高云飞
率先建立了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调
查处理案卷、 日常执法检查案卷
和行政许可案卷评查制度， 并在
全市范围内强化行政执法案卷的
监督检查， 这使得新成立的安全
监管局在2004年全市执法案卷评
查工作评比中荣获第二名。

在全市安全监管系统， 他建
立了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工作程
序 ， 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近20余
起， 代理完成行政诉讼3起。 在
完成国务院行政审批清理工作
中， 他提出将北京市安全监管系
统中不符合有关法律要求的7项
行政审批大刀阔斧地全部废止，

获得了社会好评。 对保留的14项
审批全部予以规范， 建立了本市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一站式受理服
务体系。

此外， 高云飞还起草了北京
市安全生产一系列管理制度， 如
《北京市安全生产企业信用信息
管理规定》 《北京市安全生产重
大事项集体审议规定》 《北京市
安全生产事故奖励办法》 《北京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查办法》， 北京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检察
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监察
局 、 北京市总工会联合颁发的
《关于依法严肃追究生产安全事
故责任和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
的意见》 等重大文件， 特别是规
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 确保了全
局依法行政工作走向法制化、 规
范化。

在科技工作方面， 他组织申
报了2个省部级安全生产科技项
目， 顺利完成4个省部级安全生
产科技项目研发和结题验收工
作。 其中， 重大危险源科技项目
参与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项评选。

为了做好负荷强度大的立法
工作， 加班加点对于高云飞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 通宵达旦更是
常有的事情。 “安监系统从无到
有， 大家都很辛苦， 每个人都付
出很多 ， 组织也给了我很多荣
誉， 我挺知足的。” 高云飞说。

24小时待命
只为还原事实真相

“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 ， 心
里更是没有放松的时候， 随时出
现问题， 我就要立即赶到现场。”
高云飞说， 在事故调查处最大的
感受就是疲累。

2008年， 市安监局事故调查
处组建， 高云飞就被调到了事故
调查处， 2016年又回到这里。 这
份工作要求不畏强权， 不理会部
分被调查人的言语威胁和报复打
击。 高云飞坚持严格高效执法，
参与了本市发生的全部重特大事
故的调查处理， 查处了一大批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刚来事故调查处时， 由于当
时在全国成立这个处室的省市都
很少， 没有可借鉴的模版， 高云
飞建章立制， 制定了全套的执法
文书、 档案管理规定、 调查工作
归责等等。

“你得跟证据抢时间 ， 跟企
业赛跑、 跟时间赛跑、 和证据赛
跑 ， 在第一时间把证据固定下
来。” 高云飞告诉记者， 由于每
次调查都会涉及到不同企业和当
事人的切身利益。 受害者希望政
府伸张正义， 自己能得到补偿，
肇事的企业希望少受追责 ， 涉
及 到 多 个 企 业 的 时 候 ， 各 方
都希望自己受到的处罚轻一些。

因此会本能地想销毁证据， 和调
查对抗。

曾经旧宫附近半夜发生大
火， 高云飞立即赶到现场， 整整
工作了两天两夜， 直到完成了所
有调查取证的工作才躺下休息。
最长的一次， 高云飞同时跑两个
事故调查现场， 连轴转了9天。

“如果现场有很多疑点 ， 都
需要深入调查走访。” 高云飞讲
起了旧宫的那次调查经历。 起火
现场是一个个体老板的服装加工
店， 走进已经被烧毁的房间， 高
云飞眼前是一排排缝纫机、 被烧
得残缺不全的布料、 大瓦数的灯
泡、 随意乱拉的电线。

高云飞和调查组首先要做的
是认定事故性质， 现场进行简单
查看后， 调查组有人认为就是生
产安全事故， 可以先进行上报。
高云飞却看到了其中的疑点， 顶
住压力， 认为不能简单下结论，
需要进一步开展调查。

“当时， 老板为了救孩子和
老婆被严重烧伤， 正在医院救治
也没法说话， 我们只能去多方摸
排。” 高云飞说， 最终了解清楚
情况发现， 个体老板虽曾租用他
人的执照租房子， 但后来就以自
己的名义开展合作， 并没有自己
的营业执照， 因此只能认定是一
起火灾事故。

“事实必须查清楚。” 这是高
云 飞 在 工 作 中 反 复 强 调 过 多
次的一句话。

用党建带队伍
宣教工作聚人心

2014年到2016年间， 高云飞
被调到宣教中心任主任， 面临着
当时士气不振、 人员少、 凝聚力
差等问题。 他先调研了解情况，
把所有的业务工作初步了解后，
从财务管理、 人事管理、 干部监
督、 干部绩效考核等方面， 拉出
了14个需要制定的制度清单。

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基础
上， 他成立了一个创新工作领导
小组 ， 利用6个月的业余时间 ，
牵头完成了14个制度的建立， 使
得 中 心 的 各 项 管 理 工 作 有 章
可循。

高云飞还利用党建的平台 ，
用灵活的手段跟大家沟通 、 交
心。 “我要求中心的同志给自己
写承诺， 不求全、 求大， 写的越
细越好， 比如提高自己公文写作
能力， 公文被打回来的次数从三
次减到一次。” 高云飞说， 具体
内容要因人而异， 要结合个人的
进步发展。

他还鼓励大家发表专业文
章， 帮助大家修改， 并联系专业
期刊发表 。 “既锻炼了写作能
力， 又促进他们思考自己的专业
工作 。” 高云飞到宣教中心后 ，
中心三分之二的职工都发表了专
业文章。

“中心的职工平均年龄不到
30岁， 很有闯劲， 但是思想各方
面还不稳定， 语言综合表达能力
还不够。” 高云飞告诉记者， 针
对这种现状， 他组织了中心内部
的演讲比赛。 第一次的题目是如
何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高云飞
首先上场演讲， 虽不记分， 但是
给大家做了个示范。

随后， 每半年组织一次演讲
比赛， 比赛前三名在年终考核上

直接加分。 高云飞还制定了详细
的打分规则， 从PPT制作、 演讲
者着装 、 手势 、 演讲的个人风
采、 内容等方面评分。

“目的就是通过多种方式 ，
把大家都凝聚在思考工作、 干工
作上。” 高云飞说。

在业务工作上， 他成立了微
信团队， 要求每人负责一周的主
题， 而且内容必须原创， 以此来
锻炼队伍。 “我们请来了专业编
辑， 教大家如何运营微信， 大家
都学得很快， 有很大提高。” 高
云飞笑着说。

为了符合当下的宣传形式 ，
高云飞还建立了演播室。 此外，
在安全社区建设 、 安全生产论
坛、 安全体验培训基地、 宣教活
动减量提质等工作中， 不断提出
新思路和新方法。 他到中心后的
第一年， 宣教中心就第一次拿到
市安监局先进集体的荣誉。

长期工作繁忙
深感愧对家人

因为工作繁忙， 高云飞连续
多年没能参加局内组织的集体休
假。 在大兴“4·25”重大火灾事故
现场，他48小时内不眠不休，连续
开展调查工作。在昌平“1·9”燃气
爆燃事故现场， 他连续调查36小
时未休息。 在央视特大火灾事故
调查中，坚持调查工作，连续4个
多月未能回家， 工作质量得到中
央调查组的高度好评。

繁忙的工作背后， 是他对家
人的亏欠。孩子出生时，他因出紧
急任务，不能休陪产假照顾母子，
至今成为妻子口中的“话柄”。

2012年春节后， 长期帮高云
飞 照 看 孩 子 的 岳 母 因 病 住 院
动 手 术 ， 他却因组织召开系统
工作大会无法抽身， 只能由妻子
和岳父二人轮流照顾岳母和接送
孩子。

而此时他的岳父已经有好几
个月身体不适， 但考虑到老伴有
病要治疗、 高云飞工作太忙碌，
就没有告诉家人， 一直坚持到老
伴出院后才去医院检查， 却不料
竟查出是癌症晚期。

家里接连发生这么大的变
故， 高云飞在悲痛的同时， 备感
压力。 一边是工作上走不开， 一
边担心妻子经受不住打击， 加上
而且岳父母都需要人照顾， 孩子
还在上幼儿园， 需要人接送。 好
在知情达理的妻子和岳父在这种
情况下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高云
飞的工作。 “你忙吧， 让其他亲
戚来照看我。” 理解他的岳父更
是这样对他说。

他的妻子克服种种困难 ，在
亲友帮助下联系住院、陪护、接送
孩子等事。此时，仍然坚持在事故
调查一线的高云飞， 只能将感激
和愧疚化为无穷的工作动力。

就在那年端午节前一夜， 调
查工作终于结束的高云飞赶到医
院彻夜陪护岳父， 希望能弥补一
直以来的歉疚和感恩， 并在老人
精神稍好的时候进行了最后一次
交心谈话。 第二天上午， 老人在
高云飞怀中逝去。

“和岳父十三年的朝夕相处，
已经建立了深厚的父子情意， 至
今还是觉得歉疚， 觉得没有能够
在老人最后半年时间好好陪伴
他。” 高云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