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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州区于家务安全生产检查队:

队伍规范化建设
融入日常工作

2009年， 在通州区于家务回
族乡， 安全检查队才建立， 经过
两次扩编 ， 目前已拥有队员40
名。 通过业务建设、 装备建设、
组 织 文 化 建 设 三 个 方 面 的 努
力 搭 建 ， 队伍的建设实现了规
范化管理。

在业务建设上， 于家务安全
生产检查队首先在办公场地和配
套办公环境方面加大投入， 花费
380余万元用于新建和改善办公
环境。 办公环境整洁明亮， 且十
分规范化， 促使队里的各项工作
能够在统一的管理下， 有序且规
范地进行。 多功能厅为全队开会
和学习提供了场所， 在这里， 队
员们畅所欲言， 交流工作中的先
进经验， 从而去彼此促进各自的
业务水平。

与此同时， 档案工作也是业
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查队
设立了规范的档案室， 并设置专
人进行管理， 记录的档案具体到
每一家企业， 每一件事， 都分别
按纸质版和电子版进行备案， 做
到事事有据可查， 不留死角， 也
为 整 个 安 监 工 作 留 下 了 宝 贵
的资料。

“我们要求严格规范档案管
理， 确保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
有据可依。” 于家务乡安全办科
长张明立告诉记者， 档案管理是
体现检查队尽职履责的重要依
据。 检查队重视档案的规范管理
工作， 制订了严格的档案管理制
度， 设置了专职的档案管理员，
达到一企一档、 一事一档、 专综
分开的规范要求。

此外， 于家务安全生产检查
队还把每月30日定为 “档案规范
日”， 各检查分队、 各专项工作
负责人及时对月内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规范建档， 将纸质和电子档
案材料交由专职档案管理员统一
存档备查。 截至目前， 档案室共
存放各类档案 550盒 4500余卷 ，
电子档案9000余项6000余GB。

约谈室的建立是于家务安全
生产检查队的工作创新。 对那些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单位， 经
过多次实地告诫无效的， 队里会
对企业代表进行单独约谈， 使得
企 业 能 更 加 深 刻 地 意 识 到 自
己 存 在的问题 ， 并抓紧时间进
行整改。

“约谈室的建立为我们约谈
企业负责人， 督促其对隐患进行
整改提供了场所。 在这个严肃的
环境里， 企业负责人往往能够深
刻地意识到企业存在问题的严重
性。 我认为约谈室的建立很有必
要。” 于家务安全生产检查队队
长张海涛告诉记者。

在装备建设上， 于家务安全

生产检查队投入了150余万元用
于装备建设 ， 配置单反相机 8
台 、 摄像机3台、 执法记录仪20
部 、 对讲机15部 、 执法终端45
台、 执法包20个、 警灯40个、 强
光手电50个等其他设施 。 在 平
时的检查中 ， 队员们佩戴标准
化 的 装备 ， 使得工作有序高效
地开展， 切实做到执法有据、 文
明执法。

队里还专门配备了装备柜，
进行分类管理。 记者注意到， 在
管理的过程中， 规范化建设也体
现到了小到标志牌这样的细节
上。 “全队上下统一风格的标志
牌 ， 也体现了检查队的管理有

序， 提升了全队的形象。” 张海
涛告诉记者。

逐个企业评估
按风险高低安排检查

除了在检查队内进行规范化
管理外， 对于监管对象， 于家务
安全生产检查队也采取了多种精
细化管理方式。

“我们把企业的安全等级分
为ABC三级， 根据每个企业的风
险等级逐个进行评估， 要综合分
析考虑到企业所处行业的风险大
小、 隐患多少， 再根据每个企业
管理条件结合确定等级。” 张明

立说， A级企业是最好的， 管理
到位， 检查队就会减少对这些企
业的走访次数。 C级属于不合格
的企业， 安全隐患多， 检查的次
数就要相应的增多。 通过检查队
多次的监管， 大部分的企业安全
状况都会有所好转， 很有可能会
在第二年的评估中升为B级企业。
对于多次检查、 多次执法， 但安
全状况仍然没有好转， 常年处在
C级的企业， 检查队也会请求其
他部门的支持， 对这些存在安全
隐患的企业 ， 强制要求停业整
顿， 直到整改完毕。

“如果我们多次监管都不
听， 那就不完全是硬件问题， 是
责任心的问题， 说明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的意识差。” 张海涛告诉
记者， 如今， 于家务的C级企业
越来越少， 现存的C级企业基本
都是新搬来的。

于家务安全生产检查队还严
格执行清单检查制度， 各分队在
制定当日检查计划时， 必须提前
对被查企业已实施检查情况进行
分析梳理， 有针对性地勾划当次
检查清单重点。 对于各位队员的
检查情况， 大队长随机抽检各分
队开具的执法文书， 定期督察各
分队检查质量， 查摆问题， 检查
结果及时公布并纳入当月评优考
核。 检查队将全乡划分为6大25
中49小监管网格， 全体队员分片
把关， 责任到人。 实现了检查计
划和隐患消除的 “全过程双闭
环” 管理。

今年1至5月份， 于家务安全
生产检查队已检查复查各类生产
经营单位5958家次， 其中移动端
检查次数796家次， 企业检查覆
盖率69.3%， 约谈企业主要负责
人35人， 36家 “小散乱污” 企业
自行停产搬迁。

首创安全生产大讲堂
按需提供服务

如今， 于家务首创的安全生
产大讲堂活动已经作为典型经验
在全市推广。 2009年， 于家务安
监科成立了安全生产宣教组， 主
要开展安全生产大讲堂工作， 以
“你有意愿听， 我就来讲 ” 的服
务宗旨， 为一线人民群众带来更
多的安全生产知识。

大讲堂上可以讲安全法规、
法律、 讲企业的安全职责、 制度
和规程、 讲从业人员须知、 讲用
电安全注意事项， 他们还讲事故
案例分析等等。 只要是从事安全
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者， 又有向
往 安 全 的 意 愿 ， 通 过 于 家 务
安 全 生产检查队的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 留下企
业名称、 联系方式和培训需求，
就会有专职安全员上门免费进行
宣讲。

曾经 ， 面对外出宣讲的任

务， 队里年轻的小姑娘脸皮薄，
不敢上场。 队里就创造机会， 鼓
励她们先在队内给队员们讲解。
经过多次练习， 如今， 于家务安
全生产检查队的队员们个个都是
宣讲好手。

近几年， 于家务的安全生产
大讲堂活动每年都不低于80场。
具体的讲堂内容都是企业来定，
企业需要哪方面的服务， 队里就
上门提供哪些知识。

用组织文化建设
凝心拴人聚人气

在组织文化建设上， 检查队
设立了专供队员休息的宿舍， 保
证了队员在执行任务前得到充分
的休息。 统一的被褥服装， 让大
家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 增强队
员的团队归属感。 专属的餐厅和
高质量的营养是队员可靠的后勤
保证， 并培养了队员就餐时的规
矩意识， 把规范化建设体现在工
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青春美少女合唱队” 定期
开展合唱活动， 让女队员们可以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在音乐中寻
求快乐。 “安全守卫者” 篮球队
和 “绿茵英雄” 足球队是男队员
们的天地， 每周固定的友谊赛和
训练， 增强了队员的体魄和意志
力， 为强有力的执法提供了身体
保障。

张海涛告诉记者， 通过和兄
弟单位及各类团体进行切磋比
赛， 队员之间建立了很强的集体
荣誉感和团队责任心， 极大地增
强了团队在工作中的战斗力和向
心力。

“通过参加单位组织的这些
文体活动， 愉悦了身心， 让自己
平时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放松， 也
增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 让自己
每天都充满干劲。” 于家务安全
生产检查队副队长车鹏飞说。

“虽然我们执行严格的军事
化管理， 但队员都是些孩子， 我
们的管理中也有人性化的成分。
在保证制度的基础上， 有人情。”
张明立告诉记者， 只要平时任务
完成好， 他和队员们都像亲人一
样融洽的相处， “虽然年纪相差
很多， 但他们都叫我大哥。”

而且 ， 队里的很多规章制
度 ， 都是要求队员们共同开大
会， 逐条探讨， 采取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以此， 队里制定了每
月评选8名优秀队员的规定， 获
评的队员能在当月得到 200元
奖金。

通过组织文化建设、 军事化
和人性化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多
年来， 于家务安全生产检查队的
离职率近乎于零。 “这么多年，
我们就流失了一名因自身的健康
原因才离职的队员。” 张海涛自
豪地说道。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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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走， 一二一， 一二一……一队准备完毕， 二队准备完毕……” 这一幕不是哪支部队在进行训练， 而是通州区于家务安全生
产检查队每日外出检查前的例行训练。 这支队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在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上走在全市前列。 前不久， 市安监局局长张
树森还特意来此调研了解该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情况， 希望将经验推广开来。

这支队伍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 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 将热血奉献在工作中。 做安全检查工作， 常不被人理解， 甚至被人误会，
面对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阻扰、 冷言冷语， 他们报以微笑、 耐心的讲解、 劝导， 帮助对方将隐患整改。 虽然有时收获真挚的感谢， 有时
也会被人嗤之以鼻， 但他们却无怨无悔。 只因心中常有 “安全” 二字， 他们交出了连续多年地区 “零伤亡” 的答卷。

检查队在加油站检查机器运行情况

检查队仔细检查企业电闸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