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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北京华泰龙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崔健

崔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硕士。 23年大中型国有企业高层管理经
验， 曾任企业党委书记、 总经理、 团委书记、 车间主任等职务。 2006年起， 在某
地产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子公司、 控股合资公司管理工作。 率先在行业内通过北京
市二级安全标准化认证、 北京市安全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全国安全文化示范单
位。 持有国际高级管理咨询师CMC、 项目管理师PMP、 高级财务管理师SIFM、
管理咨询师、 物业管理师证书， 党校客座教授。

个人简介：

“我们早在2014年就着手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信息化系统建设， 还成为
了北京市企业安全隐患排查系统建设
的试点单位。” 崔健说， 北京华泰龙安
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安全保障工
作一直具有前瞻性。 此外， 在安全标
准化认证工作开展上， 公司也是北京
市物业管理行业当中率先开展的。

作为公司总经理， 同时也是安全
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崔健主持建设了
公司内部的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并于
2015年1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 随后并
入了市安监局的系统内。

框架搭建起来了， 还需要更多的
安全员作为隐患排查的触手， 深入到
一线去发现隐患 。 崔健通过调研分
析， 调整了安全组织架构， 在每个管
理项目内设置了兼职的综合安全员 ，
并建立了专门的安全隐患检查表， 要
求这些安全员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进
行隐患排查。

“原来我们没有这个岗位， 是由
于上线这个系统， 随之对安全组织架

构进行的调整。 主要任务是针对共用
设备设施、 共用部位， 以及对人的不
安全行为进行制止， 对管理缺陷进行
纠正。” 崔健举例说， 比如灭火器， 经
常有业主挪作他用， 而这些安全员平
日一旦发现这些问题就会及时制止 ，
消除安全隐患。

不满足于此， 崔健看到， 近两年
很多小区的电梯经常出现问题， 而且
由于快递、 送餐等行业的兴起， 电梯
的使用率急剧提升， 对电梯的损害也
相当严重， 成为了物业管理领域的重
灾区。 崔健琢磨着， 除了专业电梯公
司的维修人员外， 如果自己人能够及
时发现问题、 排查隐患是最好的。

很快， 他就开始动员工程技术人
员都去参加电梯安全员的资格考试 ，
并聘用考取下来资格证的人作为项目
的电梯专项安全员， 主要负责排查电
梯的安全隐患。 “以前我们企业有持
证的电梯安全员， 但是每个项目也就
一两名， 如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兼职每天巡视四五十部电梯是不可能

的。” 崔健说， 如果按照每个电梯专项
安全员巡视电梯的比例配置， 巡查力
度将得到极大地提升。

今年8月份， 公司除了新增电梯专
项安全员外， 还出台了新政策， 给予
综合安全员和电梯专项安全员享受安
全津贴， 一是进一步增加职工的积极
性， 同时也是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安
全责任。

公司的隐患排查信息化系统上线
至今 ， 已经进行了5707次安全检查 ，
排除了4128项安全隐患。

“之前做安全工作的时候是越干
越害怕， 经常睡不着觉。 现在每天有
那么多人都在巡查隐患， 听到大家嘴
里都在说安全， 明显感到职工的安全
意识提高了。” 对于崔健来说， 工作虽
然做的多了， 但心里更踏实了。

“截止到12月1日， 我们厂已经安
全运行了3382天。” 查看完网页及时更
新的安全运行指数后， 王爱军告诉记
者。 王爱军是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高井热电厂运行监察高级工
程师， 从1990年来到北京高井热电厂，
到现在已经近28年了 。 走在厂子里 ，
不时有职工跟王爱军打招呼…… “工
作这么多年了 ， 和职工们都很熟悉 ，
作业现场看见我们就知道该注意啥
了。” 王爱军笑着说。

每天一上班， 王爱军就会打开电
脑 ， 查看运行值班日志 、 设备缺陷 。
“主要看前一天下班到第二天上班期
间， 机组设备运行的状况怎么样？ 存
不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 查看有没有
设备缺陷？ ……” 王爱军介绍道。 如
果遇上需要检修的事项， 王爱军就会
关注检修班组是否提交工作票， 运行
人员是否按工作内容做好措施。 涉及
动火作业的， 都会认真核对安全防控
措施、 可燃气体检测情况， 重点区域
到现场检查安全措施的落实。

“其实我们厂里的相关规章制度
很完善。 像岗位责任制、 三讲一落实，
两票三制等等涉及到了职工工作的每
个方面 ， 只要大家都按着规章办事 ，

发生不安全事件的概率很小。” 王爱军
说。 王爱军口中的 “三讲” 指的是讲
工作任务、 讲工作风险， 讲防控风险
措施 。 有了好的制度 ， 关键在执行 ，
而执行的前提就是大家首先要知道这
些规章制度。 为了让职工们理解相关
制度的每一个环节， 热电厂采取了看
似简单但实用的方法———考试。 在热
电厂， 培训考试是经常的事儿， 如果
你害怕考试， 热电厂可能不是一个好
选择。 如果你考试不合格， 还需要补
考。 除此之外， 还有调考……各种考
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安全生产的每
一项制度在每一个职工心中扎下根。

2016年以来， 热电厂还相继推出
定制化培训、 “AB角双向培养模式”
和职业导师制， 建立每周二安全日学
习和每周五技能培训常态化机制， 将
制度大讲堂延伸为和 “今天我来讲”、
“今天我主讲”、 “今天我送讲” 三种
形式， 让员工成为培训主角， 从 “因
材施教” 向 “因需施教” 转变。 电气
倒闸操作票、 运行规程、 仿真机竞赛，
钳工、 焊工比赛……各部门结合班组
专业 ， 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
并以技能竞赛形式效验培训结果， 切
实提升职工的技能水平。

“您已进入生产区域， 警钟长鸣，
请深思： 安全为了谁？” 走入高井热电
厂厂门， 一块蓝色的安全展板分外醒
目， 这是热电厂安全文化长廊的一瞥。
热电厂工会因地制宜， 在职工每天进
入生产现场路过的走廊、 道路两侧设
立了48块形状各异的展板， 使得职工
们在上班之初， 出工之前， 工作间歇
时， 在无意识的一瞥间提升自己的安
全意识。 来到高井热电厂， 会看到通
道两边挂满职工绘制的安全漫画； 在
生产现场， “三讲一落实” 流程挂图
随处可见； 走进班组， 墙上是温情脉
脉的家属安全嘱托； 进入机房， 安全
警句、 警示牌不时出现……在热电厂，
每位职工都是 “灭火员”， 堵住每一个
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为充分调动全体职工参与企业安

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构筑建言献策的
互动平台，热电厂工会牵头成立了职工
诉求中心、 在生产现场设置了谏言箱、
建立了厂长联络员机制，通过组织开展
班组安全生产谏言、安全问题大家谈等
活动，畅通班组的安全通道，共同查找
存在的管理漏洞及安全隐患，充分营造
安全建议人人提、 安全工作人人做、安
全规章人人守的良好氛围。

说到安全秘笈，王爱军笑着说：“谈
不上什么秘笈。安全就是，你在意它，它
不糊弄你。 安全的道理大家都懂，难的
是根除侥幸心理，时刻都要绷紧安全那
根弦。 ”行走在热电厂的路上，王爱军
开玩笑说自己更像一个智能安全警示
牌， 走到哪里就把安全意识带到哪里。
在安全的路上，王爱军如履薄冰，但为
了大家的生命健康，他觉得值。

一把手抓安全
用隐患排查系统串起安全网
安全警句：

不会抓安全生产的一把手， 是不合格的。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北京高井热电厂运行监察高级工程师

王爱军

不能接受一丁点儿“侥幸心理”

安全警句：
安全就是， 你在意它， 它不糊弄你。

王爱军， 男， 现任北京高井热电厂安全监察部运行监察高级工程师。 多次获
得厂双文明先进个人、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该厂已安全运行近10年。

个人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