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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记北京市安监局监督管理三处处长孟庆武

提起市安监局监管三处，内
行人都知道离不开与危险化学品
和烟花爆竹打交道。的确，监管三
处肩负着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储存、使用等环节的日常监
管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任务。

“工作任务繁重， 监管责任
也大， 可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岗
位。 但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都需
要有人来做。 既然局党组把我安
排到这个岗位， 我就应该敢于担
当， 认真履职， 承担起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 作
为市安监局监督管理三处处长，
孟庆武需要对全市范围内危险化
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的安全管理
工作负责。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干劲和心
态， 孟庆武在市安监局工作14年
来， 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
年度先进个人， 2016年被市直机
关工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多方实地调研走访
消除市级重大隐患

2016年5月 ， 调任监管三处
处长的孟庆武， 面对的首要工作
就是消除市级重大隐患。

“天津发生8·12事故后， 我
们在监管上更加重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外部安全距离不足的隐
患排查工作 。” 孟庆武解释说 ：
“简单说就是危化品生产、 使用、
储存企业， 如果距离居民区、 人
员密集场所以及周边建筑物安全
距离不足，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
不堪设想。”

针对已被列为市级挂账安全
隐患的二商集团下属3家冷库 、
燕山石化储运一厂液化气总站和
中石化沙河油库， 孟庆武先后12
次深入企业实地调研， 会同企业
方研究解决方案， 提出了 “重点
攻坚、 统筹推进” 的工作思路，
指导企业进行隐患整改。

第一次去燕山石化储运一厂
液化气总站现场时， 孟庆武惊讶
地看到不仅厂区南侧围墙外有废
品收购站、 洗涤公司、 润滑油厂
等企业， 安全距离不足50米， 而
根据 《石油化工企业防火设计规
范》 的规定， 安全距离应为120
米。 离着厂区不远的地方， 还有
老百姓在盖新房子 。 孟庆武回
忆， 现场的隐患十分严重， 当时
他就决定必须先治理这个隐患，
要不然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虽然液化气总站建厂在前，
但考虑到如果让周围那些已经存
在好多年的小企业和居民搬迁，
难度非常大。 最终， 通过孟庆武
的多次协调， 燕山石化决定从大
局出发， 主动搬迁到另一块外部
安全距离足够的自有用地上。 在
他的推动下， 燕山石化储运一厂
旧厂区的设备装置都已经停用，
搬迁的新址已完成建设， 投入正
常运行。 这是三个市政府挂账安
全隐患中第一个完成治理的。

二商集团下属3家冷库地处
市区 ， 随着周边地块的陆续开
发， 冷库逐渐被住宅区所包围 ，
构成外部安全距离不足的隐患。
“冷库使用的制冷媒介是液氨 ，
液氨一旦泄漏将形成氨气， 通过
空气传播， 将对周边的老百姓生
命安全造成威胁。” 孟庆武说。

企业最初很不理解， 毕竟企
业建设在前， 居民区形成在后，

隐患的形成并不是企业的责任。
但企业处于城市中心区， 地理位
置特殊， 周围商户人流密集， 安
全距离不足的隐患不消除， 严重
影响安全稳定。

“有时候解决问题就得靠一
股子韧劲。” 那段时间， 孟庆武
请来国内知名专家现场诊断、 召
开协调会、 现场调研， 取得了二
商集团的大力支持。 最终确定采
用一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冷媒来代
替液氨， 彻底消除安全距离不足
的隐患， 实现企业的本质安全。

沙河油库有一处隐患是输油
管道上方被建筑物占压， 一旦管
道出现泄漏， 上方的建筑物就成
了最危险的地方。 为了消除安全
隐患， 企业决定更改管道通行线
路。 在施工过程中， 由于一段管
道和铁路距离较近， 涉及到铁路
专用线附近的土地归铁路局管
理， 无法立即动工， 眼看就要错
过工期了 ， 企业急忙找到孟庆
武。 了解情况后， 他马上联系北
京铁路局安监部门的有关领导，
解决了问题， 使得隐患的消除得
以尽早完成。

在市政府挂账安全隐患的消
除工作中， 孟庆武始终坚持对每
一个设计方案把关， 亲自指导，
亲自协调， 亲自督促。 目前， 三
项挂账隐患治理均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针对性解决问题
创新危化监管模式

面对危化监管的新形势、 新
任务、 新要求， 必须要在继承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 今年上半年 ，
在创新监管方式上， 为了强化对
重点区域的安全监管， 孟庆武采
取了向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域房山
区派驻危化监管专班的模式 。
“房山区是全市危化企业集中区
域 ， 生产企业多 、 重大危险源
多、 经营企业多， 监管任务比较
重。 派驻专班， 可集中精力、 集
中时间、 集中专家， 会同房山区
安全监管部门共同推动监管工作
的落实。” 孟庆武说。

每周四作为驻区工作日， 市

区两级的工作人员带着危化品专
家会进入房山区的危化品企业检
查。 同时， 对于房山区安全生产
许可证到期以及涉及 “三同时”
建设项目的危化品企业进行审
查， 既方便企业不用跑远路， 又
能实现市区两级共同会商， 提高
工作效率。

如今， 4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专班已经评审了9家企业， 检查
了10家企业。 市安监局领导更是
评价派驻专班的形式好 、 效果
好， 和企业面对面直接探讨， 解
决了原来房山区工作开展起来零
散、 不具体的问题。

东方化工厂处在城市副中心
未来的城市绿心规划范围内， 推
动东方化工厂装置的安全拆除是
监管三处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 孟庆武全程参与
每一个装置处置方案的评审， 对
每一个细节严格把关， 7次深入
企业一线调研、 督促指导工作。

“在装置的拆除过程中， 主
要是担心有残存的危险化学品，
如果清理不彻底， 在拆除过程中
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孟庆武告
诉记者， 自从今年3月份开始谋
划这项工作后， 他几乎每周都要
到现场进行调研。

烟花爆竹也是监管三处的监
管重点。 今年全市共许可烟花爆
竹零售网点数量511个 ， 比2016
年的719个减少208个， 同比下降
了28.9％。 其中 ， 三环内未设置
网点， 首次实现三环内零许可。
据统计， 今年节日期间， 全市共
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0619人次 ，
出动执法车辆 3972辆次 ， 检查
10086家次， 消除各类问题及隐
患1747项， 确保了春节期间全市
烟花爆竹安全形势的稳定。

第一个 “吃螃蟹”
全国首创多项监管工作

孟庆武在市安监局监管一处
任处长期间， 做了很多全国首创
的开创性工作， 百部地方性安全
生 产 标 准 的 制 定 工 作 就 是 其
中之一。

“当前涉及安全生产的标准

非常多， 有法律法规的要求， 有
国标行标地标， 政府发的规范性
文件也很多。 有的企业安全管理
人员对这些标准掌握不齐全， 可
能执行了这个 ， 就没有执行那
个。” 孟庆武希望能把相关的安
全标准集纳起来， 制定一个统一
的标准， 既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求， 又能解决企业在标准执行
上的疑惑， 便开始起草百部地方
标准的制定工作。

孟庆武告诉记者， 有些行业
标准较多， 可有的行业标准是空
白。 例如， 没有专门针对医院危
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标准， 而医
院又大量使用危险化学品， 而且
品种很多。 “没有规范， 管理上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一
提出来要起草标准， 就得到了卫
计委的热烈响应。 因为这个标准
一旦出台， 他们的管理工作有抓
手了。” 孟庆武说。

2015年开始 ， 在他的带领
下， 编写小组首先按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把北京市的行业逐个
进行梳理， 把有风险的行业全部
纳入 ， 制定标准 。 在梳理过程
中， 需要反复地进行调研， 并从
中梳理出89个重点行业。

“制定过程难度非常大。 首
先是数量庞大， 三年制定89个行
业标准， 每年要制定近30部。 其
次， 制定标准要求有一套严格的
程序， 在编制完成后， 需要反复
进行评审征求意见， 经过市质监
局的同意后才能公布实施。” 孟
庆武对每一个重点标准的评审都
亲自参与、 审定， 对一些重大问
题， 组织专家进行研讨。

前不久， 京津冀安全生产区
域协同地方标准 《安全生产等级
评定技术规范 第1部分 ： 总则 》
和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2部分 ： 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
通过审查并正式发布， 两项标准
将于今年8月1日起实施。

本市针对白酒生产企业的隐
患治理， 也是在孟庆武的具体领
导下在全国开启了先河。

2015年冬季的一次突击检
查， 让时任监管一处处长的孟庆
武着实吓了一跳。 他陪同市安监
局副局长李东洲来到大兴区的一
家酒厂进行检查， 发现酒厂罐装
车间二楼有7个总存储量超过20
吨的大型储酒罐， 旁边堆放着大
量的纸箱， 但是现场只有几组小
型的灭火器， 没有烟感和喷淋设
施； 吊梁上接线盒电线接头裸露
着， 电机、 闸刀、 楼层间的应急
灯等都不防爆。 在储罐区， 还发
现了安全距离不足等安全问题。

“那天我拎着手提包去的，
等我回到办公室， 一个多小时过
后， 包里还有浓浓的白酒味， 可
见现场酒精浓度很高， 如果一旦
达到爆炸极限， 遇到明火或者火
花 ， 将有爆燃的危险 。” 随后 ，
他带领处里同志对全市所有白酒
企业进行了摸底调查 ， 经过调
研 ， 发现企业存在大量安全隐
患。 经请示领导同意， 在全市范
围启动了白酒企业安全隐患专项
整治工作。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白酒，
没出过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改？”
“这白酒属于食品， 不属于危险
化学品啊。” 他遇到了很多来自
企业甚至专家的不理解。

“白酒具有易挥发、 易燃等

危险特性， 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
火灾爆炸事故， 将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 还会造成
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们组织开展
的隐患治理依据的是国家标准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 和 《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 依法依规。” 面
对大家的不理解， 孟庆武不断地
做工作， 讲标准、 讲首都安全管
理的特殊要求， 再讲事故案例。
一次次的召开会议， 和企业进行
交流、 检查， 最终取得了企业的
理解。

前不久， 同仁堂药酒厂和朝
阳酒厂这两家企业经过一年多的
时间整改， 第一批通过了验收，
另有26家企业将于年底前整改
完毕。 此外， 在监管一处期间，
孟庆武还组织开展了涉爆粉尘、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工业企业的
专项整治工作。

抓党建带队伍
四方党支部开展共建

由于先后在四个部门担任过
主要负责人， 孟庆武的管理经验
非常丰富， 特别重视队伍建设。
“每个处室的工作都非常繁重 ，
只有把队伍带好， 发挥团队中每
一个人的作用， 才能完成好工作
任务。”

孟庆武在宣教中心任主任
时， 坚持问题导向， 抓班子， 带
队伍 ， 提高中心的内部管理水
平。 他根据中心实际， 在中心内
部成立了科室， 明确了各部门的
工作职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他 牵 头 制 定 了 中 心 内 部 的 规
章制度， 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基层企业多年的党务工作经历，
让他重视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
作 ， 经常与同志们开展谈心活
动 ， 促使大家把心思放在工作
上。 通过几年的时间， 市安监局
宣教工作走上了规范化、 正规化
的道路。

在监管三处期间， 孟庆武作
为党支部书记 ， 在内部组织了
“党徽戴起来， 身份亮出来， 形
象树起来” 的主题活动， 要求三
处的同志们上班期间穿执法服。
“我们每天都要跟企业打交道 ，
穿着执法服能够树立良好的形
象 ， 也起到监督和自律作用 。”
孟庆武说。

今年3月， 为了强化业务工
作与党建工作的融合， 他还策划
开展了党支部四方共建活动， 即
与燕山石化安全部党支部、 石化
学院安工院直属党支部、 中国安
科 院 重 大 危 险 源 所 党 支 部 开
展共建。

“我们四方在工作中接触比
较多， 通过支部党建活动， 可以
和业务实现很好的融合， 更好地
促进业务工作开展， 实现共建、
共享、 共促、 共赢。” 孟庆武希
望通过活动的开展， 安全生产的
“四方” 参与者能够共同研究解
决问题， 推动本市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管的不断深入。

在党建工作上， 他所在的支
部连续多年都被评为优秀党支
部。 在他的带领下， 监管三处里
的8名干部， 其中7名都分别获得
了首都精神文明奖、 局优秀青年
人才、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
员等荣誉称号， 他所领导的部门
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处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