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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技安环保部安全员

刘同禄

借鉴交警12分制
严控安全生产

安全警句：
安全管理技术先行。

刘同禄，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技安环
保部安全员。 他是2015年来的京东方， 之前也是做
安全管理工作。 他认为京东方的安全管理特色就是
他的 “锦囊秘笈”。

刘同禄的第一个 “锦囊秘笈” 是生产考核体系
12分制， 该体系借鉴了交通12分管理， 分为红、 黄、
绿三个层级。 红线标准是禁止的 ， 违反会扣12分 。
黄线标准是预警， 违反扣掉2分。 绿线标准是符合国
家技术标准， 安全培训和教育以及档案全归绿线 ，
不扣分， 还奖励2分。 奖励的每一分相当于5000元，
以团队基金方式发放。 公司对安全管理奖罚分明 ，
违反红线标准和黄线标准， 会有经济处罚， 相应责
任人还会被降级等处罚。 “不过， 目前公司以正向
的安全激励为主， 目前每年对各部门的安全奖励在
30万-35万元。” 刘同禄说。

刘同禄的第二个 “锦囊秘笈” 是设备安全认证。
该认证是公司从2015年推行， 把设备分为充分条件
和必要条件进行管理的举措， 各项设备证书， 相应
规章制度， 通过技术与管理两方面进行认证， 并将
水、 电、 气、 化学品等几大类分类进行安全排查 。
每两年对设备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证。

刘同禄的第三个 “锦囊秘笈” 是安全行为观察
卡。 公司从2013年开始推行， 从总经理、 副总、 总
监、 部长、 班组长等不同层级的领导， 每人都要去
现场观察安全行为。 他们观察后， 并不处罚， 而是
指正， 发现好的做法也要表扬， 并以卡片的形式反
馈到信息化管理平台， 由系统自动归类处理。 每年
仅安全行为观察卡就要填写15万字左右。 目前， 全
公司已经填写了70多万份安全行为观察卡。 “安全行
为观察体系， 让不同层级领导和员工得到有效的沟
通，比规定的每月安全检查有效得多。 ”刘同禄说。

刘同禄的第四个 “锦囊秘笈” 是特种设备的指
纹识别。 公司针对于特种设备车辆， 为了防止不具
备资格的人员操作特种设备， 在设备上有钥匙开关
和指纹识别双重认证， 只有通过系统的指纹认证的，
才能驾驶车辆， 杜绝了其他人员操作设备的可能性。

“安全管理技术先行 。” 这是刘同禄的安全警
句。 他认为， 运用技术来进行安全管理， 可以减轻
繁琐的程序， 让员工傻瓜式操作， 实现安全的多种
保护。 此外， 京东方一直推行5大安全禁令， 刘同禄
也都挂在嘴边： 第一， 严禁违章指挥 ， 违章作业 ；
第二严禁自动模式下维修设备； 第三严禁人机处于
设备内操控设备； 第四， 严禁触摸或操作非本岗位
的设备设施； 第五严禁擅自屏蔽和解除安全装置 、
连锁装置。

刘同禄，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技安环
保部安全员，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4年半。

个人简介：

每到凛冽的寒风开始席卷北京城， 便是督查人
员洪小东最忙碌的时节。 随着供暖季来临、 工程量
激增， 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 都能看到他忙碌在一
线作业现场的身影。

洪小东自从2009年加入高压管网分公司安全管
理部督查组后， 以 “安全生产无小事” 的安全意识
和 “能奉献、 敢拼搏、 乐于助人” 的工作作风出色
的完成了包括作业现场、 日常运行、 技改大修、 通
气验收等在内的各项督查工作。 在这8年中他坚持
“两必须” 的原则， 即每一个作业必须到达现场， 每
一个不符合问题必须整改到位， 在安全上绝不能留
一处隐患。 正是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使得在过
去几年间， 凡是他去过的作业现场， 未发生过一起
生产安全事故。

洪小东以分公司十条警戒红线为高压线 ， 以
“全覆盖、 零容忍” 的工作态度来往于各大作业现
场。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他的眼里不揉沙子， 他常
说， 对安全隐患的放纵就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 一
个细微的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后面的严重事故。 所以
在检查时， 要主动带上放大镜， 把小题 “大做”， 对
违章违纪行为百分百登记上报， 对违章违纪者百分
百按规定处罚。 所以在工程现场的职工都表示， 洪
小东对于安全的认真与细致最让大家敬佩， 同样 ，

经洪小东检查后的现场也是最规范的现场。
洪小东不仅拥有一双铁腕， 还有一颗能够创新

的头脑。 他拥有自己的一套督查方法， 他深信一切
检查出来的问题都有解决的途径， 所有的安全事故
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这几年的工作实践中， 他总结
出一套现场整改问题解决流程， 现在已经在整个督
查组广泛推广了。 这个流程简单点来说就是 “一问
三沟通” 原则。 到了现场， 发现问题， 首先要问作
业负责人问题出现的原因， 再与施工方、 区域公司、
作业方三个方面进行沟通协调，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 将潜在的问题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这个方法的
优点就是既保证了工作效率， 又融洽了各方之间的
关系， 可谓是一举两得。

寒冬还在继续， 在整个冬供期间， 洪小东依然
毫无怨言的走在督查的最前线， 以自己严谨的工作
态度， 火热的工作热情， 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安全督查员

洪小东

带上“放大镜”
小题就得大做

安全警句：
礁石会因潮水退去而暴露， 隐患终

会因麻痹大意而伤人。

洪小东， 男， 汉族， 1977年5月出生， 1996年12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助理工程师职
位， 现任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安全管理部督查
组督查员， 接任该工作近9年。

个人简介：

□本报记者 边磊

排水集团北排装备公司质控部副部长

姚广明

安全管理靠专业吃饭
凭规范走路

安全警句：
安全管理不能看他过去有多辉煌，

多点专业规范， 少点经验主义。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姚广明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已有十二年， 而其中将近十年， 都是在北京排水集
团的基层单位， 丰富的安全管理工作经历， 练就了
他过硬的专业本领。

2005年刚参加工作时， 他被借调到排水集团参
与 《安全质量标准化手册》 编制工作。 作为一个刚
从学校毕业的学生， 他在部门领导的指导下， 不等
不靠， 充分发挥自己安全专业知识的优势， 通过各
种渠道从海量的安全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等文件中
去收集集团相适应的文件， 累计收集各项规范性文
件1000余份， 成为安全内业上的 “百事通”。

对不懂不会的问题 ， 他总是 “打破砂锅问到
底”， 尤其是对公司一线安全管理中的细节问题， 善
于问学结合、 善于分析总结。 他先后对公司的 《隐
患排查治理办法》 《安全宣教培训办法》 等进行了
修订完善， 建立了公司较为完备有效性安全制度体
系 ， 为 公 司 通 过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OHSAS18001） 认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姚广明先后在百氏源公司、 京北公司等多个单
位， 各种层次都从事过安全管理工作， 现场检查的
足迹遍布水厂运营、 装备制造、 建筑施工、 管网运
行等集团的各个业务板块。 作业现场负责人一听到
他要去检查现场， 不由自主地就会有点小紧张。

一次， 检查到一个施工现场， 在一个脚手架旁，
他跟现场负责人说： “请教一下， 脚手架搭设应该
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啊？” 施工负责人说了一大堆横
杆、 立杆、 扫地杆等专业数据， 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但他追着问： “你这横杆间距是多少啊， 应该是多
少啊， 剪刀撑应不应该有啊。” 搞得现场负责人很紧
张， 马上承认搭设存在问题， 立即进行整改。

干安全需要始终保持高度责任感，还得有过硬的
专业知识支撑。 2007年，姚广明调入京北分公司从事
安全管理工作。 当北小河再生水厂验收接管的时候，
公司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安全管理人员去开展各项
工作，他第一个站了出来；当污泥干化厂建设和接管
的时候， 面对干化运行从未有过经验且存在高温高
压、易燃易爆等高风险等情况，他仍未有过半点犹豫。
回忆起这些经历，他说“当时面对这些难题和新情况
确实苦， 但很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不断的成长”。

姚广明， 男， 汉族， 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 （北
京） 安全工程专业， 本科学历， 现任北京排水集团
北排装备公司质控部副部长。 姚广明从事安全管理
工作已经12年。

个人简介：

左左为为洪洪小小东东

左左二二为为姚姚广广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