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892路公交驾驶员张得辉

———记北京七星华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主管葛鹏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强化管理实现子公司安全标准化

他让通往大山的唯一公交线变得有温度
□通讯员 韩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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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生的葛鹏， 从事安
监工作11年之久， 现任北京七星
华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环保主管。 他于2014年取得
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2015年被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聘任
为安全专家组成员， 2016年取得
北京市二级标准化评审员资格。

他打造专业安全管理团队，
以明确的奖励机制鼓励广大安全
管理人员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资
格， 取得 “注安” 资格安全管理
人员每月奖励安全考核津贴2000
元。 他组织成立七星华创精密安
全管理工作组， 由6家子公司安
全管理工作组每季度对精密所属
各单位进行互查。 经过10余年安
全工作经验的积累以及专业的二
级评审经验， 葛鹏指导所属6家
单位全部通过了北京市二级标准
化审核。

打造专业安全管理团队

七星华创精密陪伴共和国一
路走来， 是一家以高精密电子元
器件为主要产品 ， 集研发 、 生
产、 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
合性高科技公司 ， 包含晨晶电
子 、 友晟 、 友益 、 微电子 、 微
波、 飞行博达6家子公司。 葛鹏
告诉记者， 公司生产的部分电子
类产品和同等进口电子元器件相
比， 可以做到原位替换或质量更
高， 在价格上有竞争优势。

公司长期坚持以 “零事故、
零伤害” 作为安全生产的持久目
标。 在安全管理团队建设中， 葛
鹏提出以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 为原则， 以明确的奖励机制
鼓励广大安全管理人员考取注册
安全工程师资格， 取得 “注安”
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每月奖励安
全考核津贴2000元， 鼓励大家向
专业发展。 公司的奖励措施在行
业内小有名气， 也为企业吸引了
大批安全管理行业人才。

2018年初， 借鉴电控公司安

全专家组的成熟经验， 葛鹏组织
成立七星华创精密安全管理工作
组 ， 由6家子公司取得 “注安 ”
资格人员及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
组成。 安全管理工作组每季度一
个专题对精密所属各单位进行互
查， 并结合检查中存在的不足进
行讨论， 举一反三， 查找自身存
在的问题， 并明确控制措施。

“通过互查和自查相结合的
方式， 不仅能提高安全管理人员
的专业知识， 同时企业可以更有
效地发现安全隐患， 并有效控制
风险。” 葛鹏说。

2018年， 葛鹏组织精密所属
各单位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及专
职管理人员统一报名“注安”培训
班，培训费用由公司统一支付，强
化安全管理人员的整体水平，提
升安全管理队伍专业知识， 为公
司安全管理人员的梯队建设搭建
良性循环的平台。 葛鹏还组织人
员到京东方等企业学习先进的安

全管理经验， 提升自己的专业知
识， 总结出符合自身实际有效的
管理办法。他每季度组织分享会，
让大家开诚布公地介绍经验。

全面推进安全标准化达
标工作

由于要负责6家子公司的安
全管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葛鹏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但葛
鹏坚持每月把6家子公司分别走
一遍， 在现场为安全管理人员进
行讲解和指导。 除了日常工作，
如果消防等部门对子公司开展突
击检查或夜查， 他还须到岗参加
迎检。

葛鹏在检查和指导过程中发
现， 一家公司的化学品库存在安
全隐患， 他及时指出问题， 并建
议按照化学品品类进行分区管
理。 他提出的问题得到公司的重
视， 建议也得到了有力支持， 公

司决定出资100余万元对化学品
库进行改造。 葛鹏说， 改造后的
化学品库将完全符合储存规范，
明确和细化管理责任， 并落实专
人管理和双人双锁。 同时， 火灾
监控系统也将进行改造。 目前，
改造已完成大部分工作。

经过10余年安全工作经验的
积累以及专业的二级评审经验，
葛鹏指导精密所属6家单位全部
通过了北京市二级标准化审核，
部分单位在最终审核过程中一次
性通过。 2017年底前， 葛鹏指导
各单位建立了标准化的安全管理
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并以
“一企一标准， 一岗一清单” 工
作为抓手， 实现公司 “安全管理
标准化、 管理制度规范化、 岗位
职责具体化、 现场操作过程标准
化、 设备实施现代化、 现场检查
专业化、 管理措施精细化、 人员
培训系统化、 演练演习实战化、
应急救援程序化”。

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强化
危险源识别

为强化安全基础管理， 葛鹏
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 分步骤、
分层次落实PDCA循环管理模式
的四大步骤， 提升管理水平。

第一步是策划， 理清安全管
理控制的是什么， 并评估危险源
引起风险的大小， 从而明确安全
管理的重点。

第二步是实施安全措施。 公
司对每一级安全管理人员开展有
针对性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 ”，
公司主要负责人定期召开 “安全
例会”， 解决安全管理部门在安
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通过建立
“安全管理制度” 和 “安全操作
规程” 来规范员工的行为， 通过
提供 “劳动保护用品” 并监督职
工佩戴降低员工个人安全风险，
通过现场粘贴 “安全标识” 提醒
现场风险进而提高人员防范风险
的意识。 同时， 为降低并减轻事

故损害程度， 通过应急管理的匹
配落实应急演练。

高频次的检查将安全隐患消
灭在萌芽状态。 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以周为单位进行全公司范围的
安全检查， 重点检查各岗位安全
职责落实情况， 各部门班组以日
为单位对自己岗位责任区域内进
行安全自查 。 “比如对消防人
员， 我们不会提前通知， 到现场
按手动报警 ， 对其救援的实效
性， 现场处置能力等进行考核。”
葛鹏说。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 通
过 “三定原则” 即定责任人、 定
整改时间、 定整改措施， 消除安
全隐患。 葛鹏通过安全档案管理
形式形成并保留相应的记录， 实
现安全痕迹管理和全面闭环管
理。 每年对安全隐患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对于同类隐患多次发生
的问题， 进行分析判定， 提出明
确的整改措施。

第三步是评估安全管理措施
的有效性。 公司定期对各部门目
标、 指标和安全措施完成情况开
展双向跟踪考核。 一方面是主动
考核， 即对安全目标、 指标和安
全措施的主动跟踪考核， 另一方
面是针对 “安全事故事件调查”
即通过对事故事件原因分析调
查， 确定责任人， 并追究相应人
员的责任， 从而使事故事件责任
人和相关人员受到教育。

第四步就是纠正， 即把行之
有效的管理方法形成标准， 同时
对不符合实际工作的措施进行总
结， 并列入下一轮PDCA中进行
持续的改善。

葛鹏说， 安全工作是一个持
续性的工作， 随着法律法规标准
的日趋严格以及社会和公司对安
全工作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 在
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风险， 在将
来也许就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
安全工作需要不断追求新的高
度， 不断地通过PDCA模式加以
改进、 提高。

深冬的傍晚来得比较早 ，
18:30， 门头沟区斋堂至洪水口
的蜿蜒山路上漆黑一片， 这个点
儿， 山里村民们大多早早回去休
息了 ， 山路上已经没有几辆车
了。 山间出现了两束光把弯路照
得通亮， 一辆892路公交车向前
行驶着。 车上共有4个人， 除了
驾驶员 、 乘务员 ， 只有两名乘
客。 892路司机张得辉师傅负责
执行此次客运任务。 “虽然只有
两名乘客， 但这102公里还要像
平时一样跑， 夜间行车， 更需谨
慎。” 到达洪水口住班点后， 张
得辉松了口气说。

892路公交车是斋堂镇 、 清
水镇通往城区的唯一公交线路。
这条线路， 被当地村民称为最有
温度的线路。

张得辉是2016年2月被抽调
到该线路的 ， 尽管驾驶技术过
硬， 但由于山区线路与城市线路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 刚走这条

线， 他还是感到不安。 山区线路
车次少、 班点固定， 山高路远，
为了不让乡亲们等太久， 驾驶员
既要做到行驶稳， 又要做到时间
准。 山区路窄坡陡， 遇到特殊天
气， 路况更差。 春季山里松鼠、
狍子这些野生动物活跃， 会跑到
路上 “挡路”； 夏季时有山体滑
坡， 雨后道路湿滑； 秋季常有浓
雾， 能见度低； 冬季山路背阴处
常有结冰， 对张得辉来说都是挑
战， 只能小心谨慎驾驶。

住班同样是一大考验。 山里
的夜晚异常安静，平均2-3天在山
上住一次班， 张得辉必须想办法
摆脱内心的孤独。幸运的是，他遇
到了一个好师傅———杜长安 ，收
车后， 杜师傅经常带他学习党的
先进思想，还将安全行车经验、冬
季行车技巧等传授给他， 时间久
了，这种“孤独”也为他2018年加
入党组织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那时，他的孩子刚上一年级，

正是需要辅导功课的时候， 家庭
的重担都落到了妻子身上， 刚开
始家人对他不理解。 他拉着妻子
坐了一次车，问题全解决了。

892路共有71站 ， 一个单程
就要近三个小时。 若是遇到车辆
中途故障 ， 也比较麻烦 。 刚到
892路第一周， 他驾驶的车就坏
在了中途的洪水峪村。 由于在山
里， 救援车赶到需要时间。 当时
已是傍晚7点多 ， 他尝试启动 ，
附近遛弯的几个村民也主动帮忙
推车 ， 但车还是没动 。 天寒地
冻， 他下车跺脚、 跑步， 可小脚
趾还是因此冻伤。 一个老大哥让
他去家里吃饭 ， 考虑车子没人
看 ， 他执意留在原地坚守 。 最
后， 老大哥给他端来一盘热腾腾
的羊肉馅饺子 。 也是因为这件
事， 让他决定要在这条路上坚持
走下去， 把温度传递下去。

后来， 张得辉只用了半个月
就适应了山区线路运行模式。 乘

坐892路的乘客比较固定， 他总
是下意识地去记下那些特殊乘客
的上下车站点， 每到一站， 他都
会主动搀扶。 三家店村一位患有
阿尔兹海默症的大妈， 经常坐公
交车， 可上了车就不知去哪儿。
只要他遇到， 他就会将老人安顿
好， 到了终点站， 他会告知下一
班车的师傅， 将老人送回家。 八
亩晏村有一位身患软骨病的乘客
小李 ， 他还伴有重度的脑部疾
病， 全身瘫软无力， 大小便不能
自理。 小李母亲带着他坐车去看
病， 上下车是个难题。 每次张得
辉遇到都会把小李抱上车， 平稳
地放在座位上。

“爱心大使” 张得辉的服务
远不止这些 ， 给乡亲们捎点种
子、 带些土特产都是家常便饭。
以张得辉为代表的892路公交人，
将真诚服务牢记在心中， 落实在
行动上， 他们如同一盏灯， 照亮
了沿线居民的出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