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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首发第四养护管理中心养护一段班长靳雪松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赵锡洁 文/摄

“惊心”养护高速公路

———记北京印钞公司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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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国家名片”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做好印钞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犹如一项政治保障任务， 不能
出现任何差错。” 说这话的是张
杰， 北京印钞公司安全保卫部副
主任、 高级工程师、 国家注册安
全工程师。 北钞公司作为设计和
印制人民币的国有大型企业， 安
全生产工作事关社会经济稳定和
国家形象声誉。

张杰每年组织开展涉及5000
人次以上的安全教育培训， 每年
审批、 审核并查验涉及2000人次
以上的各类施工维修作业， 每年
有涉及300项以上的各类安全隐
患在他的组织协调下得到有效排
查和治理。 他牵头开展企业各项
安全管理创新工作 ， 让一丝不
苟 、 精益求精成为自己的工作
“习惯”， 让专心、 专注、 专业成
为自己的工作 “标签”。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创新安全管理模式

“安全管理需要工匠精神 ，
这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 张
杰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一个一
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 “匠人”。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的人都知
道， 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制的重要性。要做不难，可要想做
好、做细、做实，就难了。经过他的
精心设计和反复修正，提出了“对
公司22个部门160类共682项工作
职责逐一分解， 开展安全风险分
析，确定安全职责”的工作思路。
工作量之大、难度之高、内容要求
之精细可想而知。

在他的 “精心雕琢” 下， 北
钞公司从岗位安全生产职责、 任
职要求、 责任人员、 责任范围、
考核标准等11个维度出发， 创建
两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了400
余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细化
编制并逐级签订447个版本2200
余份全员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目

标责任书，实现了企业安全目标、
安全责任和“一岗双责”要求的完
美融合， 各岗位的具体安全生产
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 在相关检
查中博得“满堂彩”。

他连续两届获北京市 “安全
管理大师” 称号， 自然有其 “独
到之处”。 在北钞特色安全自主
化管理模式的创建过程中， 张杰
创新提出将 “安全风险” 和 “安
全工作质量” 作为安全管理关键
绩效指标。 一个部门、 一个岗位
安全风险的大小， 决定了安全绩
效奖励额度的高低， 但这个奖励
能不能拿到手， 还要取决于安全
工作的完成质量。

张杰通过建立安全风险的科
学评价方法和安全工作质量的动
态评价标准， 最终实现了各级安
全风险和安全工作完成质量与安
全收益的 “双挂钩”， 创造性地
建立了 “众” 奖与 “重” 罚相结
合的安全绩效评价模型。

“做好安全工作多收益 ， 出

现安全问题有联责 。” 现如今 ，
这句话已成为北钞职工的口头
禅， 这样一个激励约束机制的持
续运转激发了员工做好安全工作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使安全绩效
纳入 “按劳分配” 和科学化与定
量化轨道。

2016年， 北钞公司被指定为
北京市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企业。 大家一时找不到方向。
关键时刻， 又是张杰挺身而出，
提出基于风险管理理念的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 以
安全风险为出发点， 确定排查责
任主体、 推导隐患排查内容、 明
确排查重点部位， 建立企业隐患
排查的全周期管理模式， 使公司
在北京市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试点
企业建设中形成自身特色。

“众”奖与“重”罚相结合的安
全绩效考评体系、安全生产“一岗
双责” 目标责任体系和基于风险
管理理念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等众多“大师作品”，先后获得2

次北钞公司管理创新项目一等
奖、1次管理创新项目二等奖。

宁为安全听骂声
不为事故听哭声

有人说， 和安全生产沾边的
大多都是找麻烦和得罪人的事。
很多基于安全上的设置看起来是
对便捷性的 “故意挑衅”。 进入
化学品库前手机要存到指定地
点， 麻烦； 使用临时用电线路前
要先进行申报审批， 麻烦； 某些
危险化学品领用前还需要安保主
任签字， 麻烦……起初， 职工的
怨愤让刚从事安全管理工作的张
杰一阵阵脸热。

好在， 骂声没有让他失去初
心， 反倒催生了他的壮志。 他主
抓安全绩效考评工作， 始终坚持
按制度办、 按标准办。 部门的同
事说： “张主任给求情的人会送
两种礼———软钉子或者硬钉子。”

张杰引述美国斯坦福大学心
理学家詹巴顿的一项试验： 如果
有人打坏建筑上的一块窗户玻璃
而没有及时修复， 别人就会受到
暗示性纵容，打烂更多玻璃。这种
现象就会滋生、蔓延，这就是管理
学上的“破窗理论”。 在安全管理
领域也是如此， 由于个人违章没
有及时纠正和考核， 会造成示范
效应， 其结果就是形成局部或整
体的习惯性违章。因此，安全工作
没有“差不多”，也不能讲“情面”。
无论谁出现问题，不管年龄大小、
亲疏远近，必须严格检查和考核，
才能避免“破窗效应”发生。

有人说 ， 工作这么干是要
“得罪人” 的。 张杰却说： 既然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这个 “得罪
人的事” 就得干！ 渐渐地， 大家
深深懂得了张杰的苦心———“宁
为安全听骂声 ， 不为事故听哭
声！” 连续9年， 张杰的年终评议
结果都是 “优秀”， 足见大家对

他的深深认可。
每当 “春节” “两会” 等特

殊时段或诸如抗战胜利70周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
大活动期间， 张杰都负责牵头策
划并制定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方
案。 他无数次放弃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 参与值班、 指挥、 值守与
巡视任务， 近两年因各类值班等
任务他的存休已达376小时。

正是在无数个节假日 “只存
不休” 的忘我工作， 确保了人民
币的安全印制和企业各重点时期
政治保障任务的圆满完成。 张杰
说： “安全工作不容出错， 做好
了是尽我的本分。”

扎根安全管理
曾获多项荣誉

如果说人民币被称为 “国家
名片”， 张杰就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 “国家名片 ” 安全生产守护
者。 工作12个年头， 他获得诸多
荣誉。 2015年， 他荣获 “北京市
第二届青年安全生产管理大师赛
银奖”， 成为行业安全生产管理
领域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 2016
年， 他勇夺 “北京市第四届职业
技能大赛冠军” “北京市第三届
青年安全生产管理大师赛金奖”，
荣获 “北京市技术能手” “北京
市青年岗位能手”； 2017年 ， 他
担任北京市安全生产青年人才促
进会副秘书长， 并先后多次在国
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著作。

在载获荣誉与认可的同时 ，
张杰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 他曾
参加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
格考试， 成绩比清华大学当年录
取线高10分， 可想到在安全管理
领域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首经贸
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张杰
还是放弃了心仪的清华大学。 在
问及这一选择时， 张杰说：“选择
肯定要以工作需要为首。 ”

昨天一大早， 首发公路养护
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养护管理中心
养护一段接到通知， 京藏高速进
京方向 18.2公里处有护网被破
坏， 需要紧急修补， 班长靳雪松
和同事一起拿上工具便出发了。

挥旗警示、 码放导改区， 经
过周密的准备， 靳雪松和两名队
员拿上工具， 越过钢板护栏， 先
将被破坏的护网抬起， 让其与旁
边的部分对齐， 再用铁丝将相邻
的护网绑紧。 短短几分钟时间，
该处护网就修补完成。

“修补护网，我们可是熟练工
了。 ”队员赵凯峰说，被破坏的护
网大多位于居民楼集中、 人口密
集的天桥、跨线桥、公交站附近，
“有些大客车违规在高速公路上
下载客， 乘客图方便就破坏了护
网。 ”为防止行人误入高速，养护
工人们每天会重点检查常被破坏
的地方， 每周对所有护网进行一

次整体检查，并进行修补。修补完
护网， 班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
一处现场，为路面补坑。

首发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第四养护管理中心一段主要负责
京藏高速0至36公里 （马甸至陈
庄） 进出京双方向路段的道路养
护工作。 汛期时， 他们每天都要
对排水口、 雨水井进行巡查、 清
理。 进入冬季， 修补护网、 路面
补坑、 路面灌缝、 设施检修、 除
雪等都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内容。

靳雪松在一线岗位上工作了
10个年头， 但他对入职之初经历
的一场 “大考 ”， 仍记忆犹新 。
2008年， 北京大雪， 年仅19岁的
靳雪松和同事一起到高速公路上
除雪铲冰救援， “那时候还是人
工撒融雪剂， 因作业车被堵在路
上， 大家分工， 一人扛融雪剂，
一人用铁锹撒。” 靳雪松和同事
连续在高速公路上工作了5天 ，

困了就轮流在车里眯会儿， 起来
又接着干 ， 鞋子 、 衣服干了又
湿、 湿了又干。 “5天后下了高
速 ， 手机充了电才给家里报平
安 ， 妈妈都急哭了 。 ” 靳 雪 松
说 ， 那 次 工 作 后 他 脚 上 的 冻
疮一个多月才好， 脚踝处还留下
了疤痕， 但都没敢告诉母亲。

极端的天气、艰苦的环境，基
本上每个道路养护工人都遇到
过，工作的时间长了，经验多了，
大家能咬牙克服， 但日常工作的
突发状况却还是常常让人后怕。

有一次上高速作业， 队员正
准备码放导改区， 一辆白色小轿
车强行超车，几乎“贴着”作业车
车头呼啸而过。 一车人都惊出一
身冷汗， 驾驶座上的靳雪松却淡
定地减速避让，不见丝毫慌张。

“其实还是有点心惊 ， 但越
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慌。” 靳雪
松告诉记者， 按照公司规定， 作

业车只能由班长驾驶， 除了要持
有准驾驾照外， 还要通过公司内
部的驾驶测试， “京藏高速车流
量又大 ， 有时需要在快车道作
业， 在向快车道并线过程中， 很
多社会车辆会加速超车， 一不注
意就容易出事故。”

为了保障安全， 养护工人们
在工作中， 不仅要穿好工作服、
戴好安全帽， 鸣警、 摇旗、 码放
导流锥筒等步骤也要一丝不苟，
有时清理工作可能不到1分钟就
能完成， 但之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却需要用上15分钟， “安全无小
事， 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尽管工作辛苦、 作业环境危
险重重 ， 靳雪松却觉得十分自
豪， “这几年， 大家的环保意识
明显提高了， 司机随手丢垃圾的
现 象 越 来 越 少 ， 高 速 路 的 干
净 、 畅通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
大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