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A1标段生产经理代瑞峰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严控质量保证周转房建设

———记北京福景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牛立安
“职工有‘福景’， 企业才有‘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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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 “福景”， 从制衣作坊
到服装公司， 历经近80年风雨，
经受过新中国成立、 公私合营、
承包制的洗礼， 可从未改变的是
对职工的负责与关爱。 “职工是
企业的财富 ， 企业是职工的归
宿， 企业的命运离不开职工的关
心与参与， 公司的运营离不开工
会的监督和管理， 民营企业尤其
如此。” 北京福景制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牛立安说。

企业改制先建工会

1942年5月 ， 牛立安的父亲
牛福景开始了艰难的纺织创业之
路。 少年做工的摸爬滚打、 创业
路上的颠沛流离让牛福景对自己
的生意十分珍惜， 诚信经商、 本
分做人； 同时， 牛福景还有着24
年的国企岁月。 在毛织厂的一线
车间， 手工能力出众的他多次获
得 “生产红旗手 ” “先进生产
者” 等荣誉称号， 并在1978年放
弃了争取唯一上调半级工资的机
会。 做过一线职工、 曾与工友一
同战斗的牛福景经常告诉自己的
家人， 工人阶级是伟大的， 职工
是伟大的， 一定要尊重工人。 牛
福景的言传身教， 让牛立安对工
人充满敬佩， 父亲实实在在、 尊
重劳动的品质也在他的心中扎下
了根。

牛立安成为福景制衣法人
后， 没有忘记父母对他的嘱托：
“对待职工应始终怀揣着敬畏和
感激。” 牛立安深知要重视工会
工作、 依靠职工力量， 所以， 企
业改制后， 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
成立工会委员会。 2000年， 福景
制衣第一版法人与工会集体合同
正式签订。 此后， 以每三年为期
限， 福景法人和工会代表已签定
了七版 “集体合同”。 牛立安说：

“公司再小， 也要有工会， 也要
关爱职工。”

为了让职工安心工作， 增强
企业与职工、 职工与职工之间的
凝聚力， 牛立安把对职工的关怀
当成了 “必修课”。 新职工上岗、
老职工退休， 职工工作有困难、
生活遇挫折， 哪里都有牛立安忙

前忙后、 嘘寒问暖的身影。 2006
年， 一位职工突发重病在306医
院急诊， 他深夜赶往医院， 第一
时间陪护了病人、 安慰了家属；
一名女职工于1980年9月至1981
年12月期间在 “北京制线厂” 做
临时工， 但她的档案里却没有这
段工龄记录， 牛立安顶着酷暑烈

日骑着自行车在地处弘善小区的
工地上找到该厂搬迁留守处， 开
据了证明， 为这名女职工找回了
1年零4个月的工龄。

为老职工保下珍贵档案

2007年， 福景制衣收购 “中
华老字号” 紫房子婚庆公司， 牛
立安及时将紫房子员工纳入福景
工会统一管理。 收购紫房子婚庆
公司三年后， 牛立安发现， 因公
司上级单位 “紫房子实业总公
司” 已于2004年12月注销， 造成
部分人事档案失去有效保管， 许
多职工的原始档案被堆放在一处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牛立安将散发着霉味的档
案， 特别是被遗漏的34册本应装
入职工个人档案的 “职工养老保
险手册 ”， 以及1988至2001年间
的企业介绍信、 商调函、 招工花
名册和工资审批表， 按不同类别
归纳整理好。 从事过人事工作的
牛立安说： “我深知这些档案对
于职工的重要性， 它不仅关联着
职工连续工龄的计算， 更涉及到
职工办理退休手续。”

在这些档案中， 有一位叫赵
琦的职工， 在1990年7月调入当
时名为 “北京市京纺纺织实业公
司 ” 的紫房子， 后于1995年7月
离开紫房子下海创业。 2018年3
月， 赵琦需要办理退休手续时，
社保审核员发现他的档案里不仅
缺少商调函， 还缺失调入紫房子
的工资发放证明和调离紫房子的
介绍信。 另外， “京纺纺织实业
公司” 的企业名称在1990年9月
变更为 “紫房子实业总公司 ”，
造成与赵琦的履历记载严重不
符。 为此， 牛立安在众多分类文
档中一一翻阅查看， 经过复印证
明、 原件证明、 书面证明、 工商

局档案证明， 并与社保部门反复
交涉， 三个多月后， 赵琦如愿领
取到应得的退休金。 “一个为职
工奔波的老板， 值得每一名职工
尊重。” 赵琦说。

职工徐立民在1992年5月调
入紫房子担任婚礼主持， 2005年
11月因改制与紫房子解除劳动关
系， 牛立安接手紫房子后， 将他
作为企业文化的招牌招聘回来。
今年5月， 徐立民申请正常退休，
但社保人员发现， 他的档案不仅
缺少 “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还
中断过7个月工龄。

为此， 牛立安仔细检查了徐
立民的个人档案， 三次赶赴社保
局， 后来发现是因当时工作人员
笔误， 错将徐立民调入紫房子的
时间写成1992年12月。 牛立安表
示， 7个月的误差， 不仅涉及退
休金的核定， 更重要的是， 1992
年10月之前是视同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 没有10月至12月这3个月
的工龄记录就意味着徐立民要么
选择补缴社保、 要么选择自动放
弃。 牛立安至今还记得， 当徐立
民得知其亲力亲为、 数次奔波，
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后， 十分激
动地握住他的手， 长时间都没有
松开。

截至目前， 牛立安已先后为
11名原本已离开 “紫房子” 多年
的老员工开具了不同性质的相关
证明， 为这些老员工谋求就业 、
办 理 退 休 、 拆 迁 安 置 提 供 了
有 力 帮 助 。 牛 立 安 说 ， 作 为
北京老字号企业， 自己更要带领
公 司 做 民 营 企 业 的 表 率 ， 在
制 衣 上秉承劳动精神 、 劳模精
神、 工匠精神， 同时传播尊重职
工、 尊重劳动的优良风气。 “我
始终相信， 职工有 ‘福景’， 企
业才有 ‘福景’。 所以职工的事，
就是我的事。”

曾经有人问他： “是什么让
你能始终坚持在艰苦的建筑一
线， 没有别人的朝九晚五， 天天
面对着钢筋模板混凝土， 你不烦
吗？” 每逢此时， 他总会先笑笑
说： “在选择这个行业之前， 我
也犹豫过 ，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
后， 也曾有过退缩。 在祖国的广
袤土地上， 我还是更喜欢站得高
一点 ， 站在我自己建造的大楼
上，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我会站
在世界最高的楼宇上， 而它正是
由我建造的。”

他叫代瑞峰， 今年27岁， 北
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
A1标段生产经理。 先后参与建设
了两站一街群体保障房项目、鸿
坤金融谷项目、 承德冰上运动中
心项目、大厂孔雀城项目、 302医
院后勤保障中心项目及职工周转
房项目 。 毕业短短5年的时间 ，
他历经6个项目， 辗转北京河北，
从群体住宅到公建医院， 从体育
场馆到装配吊装， 他学习着建筑
中的每一种建筑形式。

现任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
转房项目A1标段生产经理的他，
在施工管理中更是严格管控， 塑
造精品。 由于项目部分楼梯踏步
和顶板是预制构件， 对于构件质
量的要求更是比现场浇筑要严
格。 一次现场例行检查中， 他发
现构件厂送到现场砼的预制板强

度不够， 有翘曲的现象， 便立即
责令退回。

“代经理， 是我们厂里工人
一时疏忽， 您看就这一块构件有
问题， 您就通融一下吧， 我们保
证没有下次。” 随车送货的构件
厂副厂长说。

“还下次， 一次都不行。 工

程质量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给
你开了绿灯， 就给我的良心和企
业的信誉开了红灯。” 厂家一再
苦苦央求他通融一下， 代瑞峰都
断然拒绝， 最后这批劣质板被退
回 。 由于他的严格要求一丝不
苟， 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
项目A1标段工程至今未出现一
平方米不合格品， 在各项检查评
比中得到了业主和监理的好评。

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又面临
着场地无法交接， 图纸不全的难
题。每到夜晚，代瑞峰的办公室总
是灯火通明，在他的办公桌上，密
密麻麻放满了计划、 策划和工作
部署， 上面清晰可见的是缭乱的
字迹。每一处存在疑惑的地方，每
一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都能看到
他的详细标注和各种应对。

作为一名项目的中层管理人
员， 工作中， 代瑞峰作风严谨，
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经常出
现在现场的各个角落， 与工人师
傅们唠着家长里短。

2017年的北京， 似乎雨水格

外得频繁。 当时项目正处于地基
处理阶段 ， 基坑内尚未完全硬
化 。 在接到暴雨预警的第一时
间， 他马上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及
劳务队伍成立防汛应急小分队，
分项落实， 责任到人， 细化到防
汛的每一个细节。 大雨倾盆中，
他带着项目团队， 顶着风雨， 湿
着衣服 ， 积极处理每一处积水
点， 每一处塌陷。 雨已经打湿了
衣服， 代瑞峰和项目团队却没有
一刻休息， 48小时没有合过眼的
他没有丝毫疲劳困顿。 由于长时
间的劳累、 饥饿， 他胆囊炎的老
毛病犯了， 疼痛难忍。 同事们都
劝他去医院看看， 可他怎么也不
肯离开现场。

被多次催促休息的他一手捂
着肚子， 一边还坚持在防汛一线
指挥着。 50多公分深的积水、20多
公分厚的淤泥， 在近乎肆虐的风
雨中， 代瑞峰带着项目兄弟们扛
着沙袋奔向每一个进水口， 齐心
协力筑起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确
保了项目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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