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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记市安监局监管三处主任科员陈震西

每天五点起床
爬七八座山调研

2005年大学毕业后， 陈震西
来到市安监局监管一处。当时，正
值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对非煤矿山
实行许可制度， 需要大量的基础
调研工作。 “北京周边的矿业开发
秩序非常乱， 全市的非煤矿山有
600多家，都在远郊区县、交通不
太便利的地方。 ”陈震西说。

虽然现在已成为矿山方面的
专家， 但文科毕业的陈震西当时
对矿山完全摸不到头脑。 于是他
白天跟着领导和同事到矿山实地
调研， 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图纸、
自学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程。

陈震西当时租住在陶然亭附
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赶最早
一班公交车， 才能保证七点准时
到北五环和同事们集合， 再一起
坐车一个多小时到远郊区县的城
区，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才能保
证9点多到矿山开始现场调研。

“现场调研才知道， 北京郊
区的矿山非常简陋， 不仅没有办
公用房， 就在山上打个眼， 放上
炸药爆破出一个坡就开始挖了。”
陈震西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到延庆
检查私营企业地下矿山， 由于条
件简陋， 他只能拽着麻绳， 一点
点地溜下井底。

陈震西一天最多爬过七八座
山， 天黑了就借着车灯的光亮继
续检查。 经过半年多的实地走访
和调研， 最终准确掌握了全市非
煤矿山的第一手资料。 随后需要
判定哪些矿山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 可以发证， 哪些企业需要退
出， 哪些具备整改条件， 整改合
格后能够达到发证条件。

然而， 在整改过程中， 陈震
西第一次感受了这份工作的 “危
险”。 “一个私营矿主经营着采
石、 建筑、 砂石料等多个行当，
但他开的矿山没有经过设计， 也
没有雇佣正规的技术人员， 现场
的农民工更是没有经过基本的培
训教育， 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
事故。” 由于矿山本身条件不好，
根本不具备整改的条件， 因此陈
震西要求对方把矿区恢复， 对植
被恢复， 并准备退出工作。

老板却打算给点钱， 让这件
事翻篇。 “我们在深山沟里， 你
不说的话， 就没人知道。” 他拍
着陈震西的肩膀笑咪咪地说。 在
遭到拒绝后， 返程路上陈震西就
接到了老板发来的威胁短信。

“作为北漂， 当时内心有种
恐惧感， 但我知道必须要坚持原
则。” 通过这次经历， 陈震西也
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和社会人打交
道 。 “刚开始接触企业主的时
候， 不太懂方式方法， 生硬地拒
绝， 容易形成对立和冲突。 领导
和同事教我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 讲道理。”

陈震西学得很快， 在之后的

电话沟通中， 他改变了说话的态
度和方式 ， 对方的态度也在转
变。 “他不那么横了， 开始给我
讲他经营中的难处。 我也学会站
在他的角度考虑， 努力让他明白
关闭了矿山， 就是减少了企业经
营的安全风险。”

等到企业主来领取 “不予许
可决定” 时， 对方理解了。 “确
实不用再胆战心惊了， 原来每次
放炸药就担心 ， 怕出什么事 。”
老板说。

通过大量、 重复性的现场工
作， 陈震西摸透矿山工作， 业务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最终发证
的289家， 每一家陈震西都去过
两次以上 ，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 最快地融入工作。 “这种方
法对年轻的公务员成长是最快
的， 现在很怀念那时候每天爬山
的经历 ， 让我得到了迅速地成
长。” 陈震西说。

到基层挂职
让工作更接地气

2012年， 陈震西被市委组织
部和市人力社保局联合选派到基
层挂职。 在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安
全生产管理办工作的两年里， 他
直面安全生产工作一线 。 在这
里， 他体验了和市局完全不同的

工作模式， 也学会了如何做通基
层群众的工作。

“在基层讲政策往往不如讲
道理管用。在市局时，都是先讲政
策、再讲道理。 到了基层，要先讲
道理，道理讲通了，政策自然就通
了。 ”陈震西告诉记者，一次，街道
的安全检查员发现一家连锁餐饮
店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包括燃气
使用不规范、配电线路有问题，不
仅如此，就连设计好的安全出口，
也被额外增加的3张餐桌堵住了。
在检查文书上， 态度强硬的店经
理拒不签字。

“这家店在街道算人流量大
的， 一旦出现火灾、 爆炸， 跑都
跑不了， 店员也没培训过， 都不
知道该往哪跑。” 听说这家店的
经理不配合检查， 陈震西立即赶
往检查现场。

“你们老检查已经影响我做
生意了， 客人看着你们一趟趟地
来， 好像我这不安全似的。” 店
经理看见陈震西又来检查安全隐
患， 大声嚷起来， “我们是著名
连锁企业， 这么多质量体系认证
过， 我们没问题。”

陈震西没搭话， 在现场转了
转后， 眉头不禁地紧皱起来。 在
后厨里， 整个食品加工区域非常
拥挤， 转个身都费劲。 灶具旁私
接了一个烙饼的电器， 电源插座

上充着电动车的电瓶、 手机等。
在用餐区 ， 和检查人员说的一
样， 安全出口被餐桌椅堵住了。

“表面你是增加了收入， 座
位多了， 设备也多了， 但是一旦
出现问题 ， 所有的都会化为乌
有。 你这儿有点风险， 那儿有点
风险， 都加起来你们店的风险就
很高了……” 陈震西平心静气和
店经理坐下来讲起道理。

临走前， 他又列出了 《安全
生产法》 的具体条款， 讲明店里
的情况具体对应的条款和罚则 。
“你考虑一下吧， 但是今天安全
通道必须要腾出来。” 店经理认
真一想， 确是这个理儿， 痛快答
应： “没问题， 我这就挪桌子。”

当天下午， 这位店经理就来
到了街道办事处找陈震西， 说想
具体咨询一下政策。 陈震西拿出
了一本 《安全生产法》 送给他，
详细讲解， 还把人员密集场所发
生过的火灾事故讲了一遍。 听完
这些， 店经理表示马上回去改，
并邀请陈震西第二天再去检查。

整改完毕后事情并没有结
束， 当时街道正在推行小微企业
标准化， 旨在进一步提升小微企
业的安全性。 听说这件事后， 那
位店经理又找到了陈震西， 说要
从他的店里开始做标准化建设，
还说他已经向集团进行了报告，
要做集团的头一份。

陈震西很高兴， 经常抽时间
到这家店里转转， 给对方提供建
议。 店经理很上心， 一番学习后
也会自己在店里按照标准查隐
患。 很快， 这家企业在西罗园街
道第一批取得了小微企业标准化
证书。 拿到证书后不出一个月，
这位店经理第三次找陈震西跟他
辞行。 “领导调我去北边做区域
经理， 管好几个店呢。” 对方说。

“解决百姓身边的事， 让大
家更加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这
件事太有意义了 。” 陈震西说 ，
在基层的锻炼， 让他的工作更接
地气了。 “以前研究一项政策，
更看重全市应该怎么达到目标，
而现在则会重点考虑过程中的使
用手段和形式， 能不能在基层有
效地推进。”

参与信息化建设
实现 “互联网+安全”

“日常生活中， 我们接触的
危险化学品有近千种， 本市确定
的重点危化品就有35种， 涉及的
生产经营企业2000多家。” 陈震
西告诉记者， 由于危险化学品涉
及到公安、 消防、 交通、 质检、
环保等部门， 在生产、 储存、 使
用、 运输、 废弃等环节中， 每个
部门各管一段， 因此协调的难度
大， 很难形成监管的合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 市政府成
立了危险化学品集中管理体系协
调小组。 协调小组的办公室设在
市安监局， 并由监管三处直接负

责体系建设。 已调回市安监局监
管三处的陈震西， 又承担起危险
化学品全流程的监控。

目前， 陈震西已在几个方向
上开展了试点工作， 例如和交通
委合作， 使用信息化手段， 监控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过程。 在装车
前， 要求司机扫描危险化学品上
的电子运单， 上边有化学品的名
称、 剂量等基础信息。 到达目的
地， 下车时还要再次扫描电子运
单。 “这些基础信息将来要和生
产、 经营的环节进行比对， 进行
逐级追溯的。 现在已完成了运输
环节的试点工作。” 通过运输人
的几次扫描， 陈震西在电脑上就
能清楚地看到危险化学品的整个
运输路径。

在他的推动下还建设完成了
工业气体的管理系统。 工业气体
都需要钢瓶来盛， 试点的每一只
钢瓶都有一个单独的二维码， 扫
描二维码就能看到钢瓶的生产单
位、 充装的介质、 使用年限等基
础信息 ， 再通过电子运单的网
络， 能监控到钢瓶被运到何处。

如今， 已经有5万多个钢瓶
的信息存储在了系统内， 陈震西
可以随时了解到这些钢瓶的位置
和具体情况。 这种管理系统不仅
能够让危险化学品的动态尽在掌
握， 也受到了生产单位的欢迎。
已有大型的气体生产单位主动要
求加入试点， 希望使用这种方式
管好自己家的气瓶。

“大的企业气瓶质量都很
好， 但往往是好的瓶子运出去，
再运回来就是不好的瓶子， 有一
家企业曾跟我说， 每年更换瓶子
的安全附件就得花费 200多万
元。” 这种方式能让企业知道自
己气瓶在哪里， 该去找谁要。

这也是给非法充装气瓶者的
一种打击。 陈震西预计， 在2018
年就会要求所有充装企业的每个
气瓶都贴二维码， 全部纳入追溯
管理系统， 逐渐挤压非法企业的
生存空间。

试点效果显著 ， 在这过程
中， 陈震西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从组织召开议事会， 邀请各方共
同研究保证方案的科学性， 再到
引入专家考评机制， 请信息化专
家、 业务监管的专家进行研判。
他需要承担大量的沟通、 协调工
作， 了解各部门的需求， 对信息
进行汇总。

接管这项工作的7个月时间
里， 陈震西到各个委办局调研就
达到40多次， 召开各种专题会10
余次， 组织各个委办局局领导的
会议4次。

“要保证这个平台建设起来，
能够良性运转。有了这个平台，就
能够确保流入北京市的危险化学
品都是可控的。另外，一旦发生事
故，能立即知道是什么介质、需要
使用什么救援方式去完成。 ”每当
想到这件工作背后的意义， 陈震
西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北京市安监局工作， 在安全监管战线上拼搏奉献12年， 爬过矿山、 下过矿井、 出过事故现场、
到最基层挂过职、 与危险化学品相伴……这些经历让陈震西从一位被矿主恐吓到心慌的意气书生， 成长为一名业务过
硬、善于沟通、敢直面困难和危险的安监干将.“很有幸和安全工作共同成长。 在干的过程中，逐步融入其中，对安监工作也
有了深刻的感情。 ”陈震西和其他优秀的首都安监人一道，为北京的安全发展保驾护航，深感责任重大、 意义非凡。

爬山下井 掌握矿山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