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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机场忙碌的停机坪
上，总能见到一个做事严谨、说话
铿锵有力的人， 他就是首都机场
安保公司飞机监护模块的班组长
张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多次
带领班组完成重大活动的飞机监
护保障任务， 而他多次荣获先进
个人、先进班组长等荣誉称号。

张海2005年从武警部队转业
来到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参加工
作， 先后在驻场单位和3号航站
楼扩建工程从事保安工作。 2006
年他调入飞行区安检部从事飞机
监护工作并担任班组长职务， 这
一干就是12年。 “我曾在武警部
队服役3年， 深知班组的管理离
不开严格的规章制度， 我们班组
在公司原有的规章制度下， 又对
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和

细化， 并在科室内首次提出了岗
位违规零容忍。” 在加强班组管
理的同时， 张海还对班组管理模

式进行了创新， 为调动全员的工
作积极性， 他给班组每个员工都
安排管理职务， 比如台账填写不

好的人就负责检查台账， 平常着
装比较差的人就在班前会上检查
大家的着装， 这样一来就调动起
了班组员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飞机监护员要在短时间内查
验登机工作人员的证件真伪和登
机旅客登机牌上的过检信息， 拦
截证件不符合登机条件的工作人
员和其他手续不符的无关人员，
不管天气怎样， 他们都要站在机
坪上严格落实岗位标准。

“远机位登机前检查旅客的
登机牌是否有过检信息， 是我们
这个岗位在整个飞机监护过程中
的其中一项， 尽管这是旅客登机
前的一道必要程序， 但依然会有
少部分人嫌麻烦不愿配合查验，
也有的时候个别人会故意刁难监
护队员不愿出示登机牌。”虽然偶

尔会遇到不理解， 但张海和他班
组里的监护队员们并没有因此降
低工作标准， 他们坚持岗位安全
原则， 会讲清民航局和机场的相
关规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配合，
“因为大家都清楚航空安全保障
标准容不得降低分毫。”

去年五一小长假， 张海在巡
视到一个正在登机的航班时，发
现有一位老人站在机坪上面露难
色，他立即跑上前去询问，得知老
人下摆渡车时不慎扭伤了脚，在
检查过登机牌后， 他将老人搀扶
登上飞机。 “类似的事儿很多，飞
机监护模块平时跟旅客接触不
多， 只是登机前查验登机牌这短
短的几秒钟， 但即使只有这几秒
钟， 也要让过检旅客感受到首都
机场安检的真情服务。 ”张海说。

□通讯员 赵振龙

扎根停机坪 用心护银鹰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在北京有一个服务于北京市
民甚至全中国食品安全检测的单
位， 就是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以下简称检测中心），
是国内目前唯一的肉类食品专业
检测机构。 检测中心在无损快速
检验等方面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涉及20多大类食品。

检测中心有一支由 “高知 ”
组成的队伍， 他们的平均年龄30
岁。他们每天披星戴月地工作，正
是因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
仰：守一份初心不改，保一方食品
安全。 2017年，检测中心获得“北
京市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称号。

舍小家保大家完成任务

检测中心现有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1名、高级工程师7名，博士、
硕士及本科人员48名， 团队有着
近30年从事食品检验和科研的丰
富经验。面对检测任务，他们团结
协作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2017年腊月二十九， 外地的
同事原本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踏
上回家的旅程。 可就在这时， 检
测中心接到有关部门的紧急任
务， 要求24小时内必须出具检验
报告。 所有人员不约而同坚守在
岗位上， 外地的改签了车票， 本
地的给家里推掉团圆饭， 最终这
次任务按时并高质量完成。

2000年以来， 中心致力于开
发畜禽肉中各类药物残留的检测
方法，承担了北京奥运会、北京世
锦赛、 党的十九大等党和国家重
大活动的食品安全保障暨 “动物
源性食品中违禁药物检测”任务。
去年国庆假期， 正逢党的十九大
会即将召开， 检测中心作为北京
市重大活动应急保障单位， 需要
24小时全天候待命。 节日第一天
紧急任务就来了， 相关的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单位， 没有一点迟疑
和怨言。直到十九大胜利闭幕，大
家随叫随到， 高效完成64件供会
样品的检测任务。

甘于奉献的人不在少数。 主
任郭文萍从1993年大学毕业加入
检测中心以来， 几十年如一日坚
守在一线， 每天晚上她办公室的

灯长明到深夜。 女儿参加高考当
天适逢实验室的扩项评审， 本来
应该加入陪考大军的她， 依然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带领大家顺利
完成扩项评审。

检测岗位的科技人员刘如
岩，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使她患上
了高血压和心律不齐。 即使在住
院期间，她也没有停止工作，编写
了最新的《原始记录》模板， 以适
应新标准发布后实验室的要求。

加班加点做到客户满意

检测中心作为第三方公正实
验室， 不仅日常承担政府部门的
抽检任务， 还长期承接来自社会
和企业等多方的检测示范、 委托
检验、 应急检验、 技术培训以及
支持解答等相关服务， 在企业的
产品出厂质量把关、 问题产品分
析、 新产品质量控制等诸多方面
给予了巨大的技术支持 。 多年
来， 为客户提供高水平、 高质量
的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满意。

有一次， 一位来自外地监管
部门的客户连夜开车赶到检测中
心， 想鉴别样品的原料肉是否掺

假。 中心业务室工作人员针对客
户带来的多种样品的食品类别，
建议相应的动物DNA检测项目。
由于其中一个样品的颜色发红，
在仔细观察样品后， 又建议客户
做一个色素的检测。 客户需在一
个星期之内拿到检验报告， 主任
郭文萍和检测一室主任陈淑敏一
直督促、 关注实验进展， 检测人
员多次实验验证， 仅用4天就完
成了检测。 业务室人员接到结果
后第一时间出具报告并给客户寄
出， 得到了客户满意的答复。

科研创新解决业界难题

检测中心的成就不仅体现在
检测上 ， 也体现在科研创新方
面。 针对当下检测内制品掺假方
法不完善的问题，以郭文萍、李莹
莹和张颖颖为首的课题组成员，
开展 “质谱法进行肉制品真伪鉴
别”方面的科研工作，这项内容也
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由于检测任务重、 工作时间
紧， 她们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
时间阅读文献、 摸索试验。 经过
两年多的探索研究， 目前已能够

检测肉制品中猪、牛、羊、鸡、鸭以
及大豆、花生、豌豆等掺假成分，
掺假定量达到0.5%，取得突破性
的成果， 申请2份发明专利，获批
“北京市优秀人才项目”，并获得
市国资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2013年之前， 腌腊肉制品中
酸价是否属于安全指标一直是业
界内一大难题， 困扰了行业20多
年， 很多专家学者也曾对此研究
过，但都没有实质解决这个问题。

李莹莹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
开展了腌腊肉制品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酸价问题研究工作。 最终，
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风险评估中
心委员以及验收组专家的一致认
可， 顺利通过验收。

新 修 订 的 腌 腊 肉 标 准
GB2730已经接纳了本次研究结
果， 目前新标准已发布， 酸价指
标取消， 解决了困扰腌腊肉制品
行业２０多年的难题。 当时酸价课
题任务需在广州汇报， 恰逢李莹
莹在哺乳期， 她放下孩子匆忙赶
去， 汇报完后又赶回北京。 这项
课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检测中心获
得2011年至2013年度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配合夜间稽查彻夜取样

检测中心的办公室队伍是重
要成员， 平日承担了中心所有前
期和后期工作，前期包括抽样、确
定检测项目、出具任务单并发样，
后期做报表、出具检测报告。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就是工作
人员抽取样品然后送回实验室检
测吗？ 其实， 抽样工作也大有门
道。 抽取的样品数量采集比较灵
活， 根据现场样品的规格和检测
项目要求，需采集的数量也不同，
这就要求抽样人员熟知每一类食
品的规定检测项目和要求数量，
还要满足备样量的要求。 随着人
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
高 ， 国家下达的任务也越来越
重， 所有任务要求的时间都很紧
张， 有时要连着20多天， 一天抽
取40多个样品才能完成任务。

办公室主任焦烨在岗位上已
经三十余年了， 明年就要退休，
很多人在他这个阶段就是享享清
福。 年近六十， 他也跟一些同龄
人一样面对糖尿病、 心脏病、 腰
椎间盘突出等病患， 但每到需要
他的时候， 他都会冲在前面， 去
外地出差也不在话下。 焦烨不仅
自身工作能力一流， 也很好地发
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无私地把工
作经验和技巧传给年轻的同事
们，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副主任于泳在这个岗位上也
已逾二十年。 2016年9月的一天
下午4点左右， 接到有关部门电
话， 要求当晚10点参加夜间稽查
行动。 于泳和同事们从晚上10点
开始一直待命 ， 直到凌晨3点 ，
夜间交易牛羊肉的车辆终于出
现。 为了完成抽取车内所有牛肉
的任务， 他们需将近70头屠宰牛
搬运后切肉取样， 趴在车上填写
抽样单。 抽样工作完成之后， 已
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检测中心这支队伍任劳任
怨 、 无私奉献 。 就是这样的他
们， 创造了这样不平凡的成绩；
就是这样的他们， 一直在执着追
求着食品人的梦想； 就是这样的
他们， 守护着一方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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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方食品安全的“高知”团队

———记首都机场安保公司飞行区安检部飞机监护员张海

———记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