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建超 (右三）安排工作

———记住总实业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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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在大多数人
脑海里呈现的是以男人为主力的
阵地。 然而在住总实业公司里却
有那么一位安监巾帼， 她不甘示
弱， 吃苦耐劳， 以强烈的责任心
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展示着不一样
的风采， 她就是住总实业公司综
合管理部副经理王瑾。

从零开始 不断学习
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2015年， 王瑾正式被任命为
综合管理部副经理， 部门涉及安
全、 资产、 技术质量、 生产统计
四大类职责， 从技术质量出身的
她， 上任初期， 对安全管理可以
说是 “零” 的认知， 鉴于之前缺
乏安全管理工作实践， 她的工作
开展一度陷入困局。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为了
更好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 一向
乐观开朗的王瑾并没有气馁， 反
而是更加激发出她强大的学习小
宇宙。 一开始， 她向书本学， 并
通过两年的学习， 顺利考取了注
册安全工程师， 在安全管理理论
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在工作
中，她积极深入基层一线，向基层
一线的安全员们取经学习。

王瑾说， 只有深入基层第一
线，亲身锻炼，才能将所学到的专
业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碰撞
出属于自己的管理方法和经验。
从2015年至今，她制定完善了《住
总实业公司隐患排查管理办法》
《住总实业公司安全风险评估管
理办法》《住总实业公司环保管理
办法》等多项安全管理制度，组织
了20余次安全培训。就这样，王瑾
用勤奋好学的毅力从一名安全管
理“零基础新人”，成为大家公认
的安全管理“百科全书 ”，每当遇
到不懂的安全问题，“找王瑾”便

成了很多员工脑海里蹦出来的第
一个念头。

严明纪律 以理服人
加强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无规矩不成方圆。” 安全
管理讲究原则， 规矩之下人人平
等。 对于违纪、 违章的员工， 王
瑾丝毫不手软、 不留情面， 最初
大家对她很不理解， 有过抱怨，
甚至也发生过争执。

２０１８年4月 ， 王瑾在基层搅
拌站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进入站
内的维修区域时， 发现一名没有
电气焊操作证的外租罐车司机进
行违规作业， “虽然外租罐车司
机不属于公司的人， 但在公司的
一亩三分地上违规作业， 这种行
为就不能出现。” 在立即制止了
外租罐车司机的违规操作后， 她
针对此次隐患召开了专题分析
会， 对该负责人和当事人做出了
处罚。 该站负责人觉得冤， 并因

此起了不小的争执 。 她在会上
说 ： “违反规定肯定是要处罚
的， 不能因为事出有因就免于责
罚。” 然后， 她就如何杜绝此类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解决方
案。 随后， 该站负责人对自己的
行为做出了检讨： “由于我们看
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导致在之
前的工作中存在一定分歧。 对于
工作， 坚持安全为先的原则是对
的， 安全管理需要你们这样铁面
无私的人， 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会
多与你们沟通， 听取建议， 杜绝
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正是因为有王瑾这样坚持不
懈的宣传、 教育、 培训，“安全生
产，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现已深
深植入公司员工心中， 在日常工
作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不畏艰苦 狠抓落实
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住总实业公司安全管理工作
涉及京内京外所有项目， 可谓是
点多、 面广， 可王瑾却数年如一
日，迎着酷暑寒冬，坚持每月对所
有管辖各现场和项目进行全覆盖
检查。每天检查下来，她的步数都
要突破两万步， 从而落下了肌腱
炎的新毛病。 犯病时疼得走不了
路，可她拄着拐也要去现场检查。

“干一行， 爱一行， 干好一
行。” 这一直是王瑾的工作理念。
从2015年至今， 她组织开展了对
办公场所、 生产现场、 设施设备
等各类安全巡检400余次， 并督
促落实全部按期整改， 排除了各
类安全隐患， 为实现公司安全生
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安监工作非常艰苦， 作为
安监人更要拧成一股绳， 合下一
盘棋。” 王瑾在日常工作中， 特
别 注 重 队 伍 的 建 设 ， 结 合 安

监 系 统老员工 、 新员工交叉的
现状特点， 她因人制宜， 循循善
诱， 激发了整个安监团队的工作
热情， 锻造出一支 “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的安全监
管队伍。

正因王瑾对安全管理工作的
执着和不凡的努力，2015年至今，
公司未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2015年-2018年所属新材公司获
得了北京市交通安全优秀单位。

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尽显巾帼风采

“妈妈， 今天晚上吃饺子了
吗？看完春晚就赶紧睡觉吧，我在
单位很好，您和爸爸放心吧。 ”每
年大年除夕夜， 王瑾都会给父母
打电话报个平安。 为了确保公司
春节期间的安全，她以身作则，每
年坚持除夕值守。 特别是除夕当
晚燃放烟花爆竹时， 她更是对所
管辖恒泰大厦及周边进行认真巡
视，确保不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然而， 不仅是春节， 几乎一
年的所有假期， 王瑾也都是在上
班值守中， 自己永远是 “缺席”
的女儿。 说起这些时， 她总是乐
呵呵地说： “这些都只能以后再
弥补了， 我在岗位一天， 就要保
障好公司这个大家庭的安全。”

“安全工作虽苦， 但苦中有
乐， 为了公司的安全， 我们累点
苦点黑点不算什么。 安全是永恒
的旋律， 感谢公司赋予我这个使
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始终寻
找差距、 寻找薄弱点、 理清努力
方向， 力争把公司安全工作推上
更高水平。”

这就是王瑾， 一个永远带着
笑容的女孩。 谁说女子不如男，
王瑾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
巾帼不让须眉。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洋

分毫错误都要较真儿

有事儿就找“超站长”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超站长， 这个打车软件怎
么注册呀？” “超站长， 这个软
件 提 现 怎 么 和 银 行 卡 关 联 ？ ”
“超站长， 帮我打印一张收款二
维码吧。” 走进位于首都机场出
租车停车场内的的士职工之家，
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帮的士司机解
决各种问题。 而司机口中的 “超
站长” 就是首都机场的士职工之
家的副站长朱建超。

今年三十出头的朱建超留着
一头披肩长发， 戴着眼镜， 白净
的皮肤加上纤细的身材， 看上去
文静柔弱。 但她说起话来语速很
快， 干脆利落。

2016年5月 ， 朱建超担任首
都机场的士职工之家副站长， 管
理位于1号航站楼和3号航站楼出
租车场内的两个工会服务站。 在
这里， 的士司机可以享受免费热
饭、 接热水、 阅读、 上网等贴心
福利。

为了更多地了解的士司机的
需求 ， 朱建超建立了出租车驾
驶 员 信 息群 、 出租车公司工会

干部工作群、 首都机场的士职工
之家群等20多个工作群 ， 只要
司 机 有需求 ， 她都第一时间帮
忙协调和解决。

“司机的需求就是我的工作
方向。” 朱建超说。 为了解决司
机的如厕难问题 ， 在市总工会
的支持下， 首都机场出租车停车
场内建立了16个便利卫生间。 T3

航站楼出租车停车场内为爱打乒
乓球的师傅们铺了地胶等， 这些
无不让司机师傅们拍手叫好。

同时， 在朱建超的策划下，
2016年， “首都机场的士职工之
家” 微信公众号开通了。 微信号
运营3年来， 服务广大的士司机
达47万人次， 最高的点击量达到
14092次， 共发表文章248期， 线

上回复的士司机共计约 3000多
条， 文字量达17.5万字。

“因需而为搞活动”， 这一
直是朱建超提倡的宗旨。 为了丰
富首都的士司机的业余文化生
活， 每年她带领团队策划十几项
活动， 包括的士乒乓球比赛、 的
士才艺大赛、 的士书法比赛等。
“这个行业的司机师傅很多都多
才多艺， 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可
以让他们更好地展示自己。” 朱
建超说。

除了文体活动， 为了更好地
关爱的士司机， 朱建超还组织了
司机免费体检活动。 “要让他们
健康运营， 快乐养家。” 2000名
的士司机通过报名参加了体检，
当司机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时，
非常感动， 还联名给的士职工之
家写了感谢信， 并送了锦旗以表
达内心的感谢。

为了让的士司机掌握更多的
法律常识， 朱建超创新服务司机
的法制宣传形式。 为了解决司机
在运营中不便看文字的困扰， 她
带领团队制作了法律小音频发布
到公众号上。 在录制时， 没有主

持人， 她就做宣传法律知识的主
持人 。 这种宣传法律知识的形
式， 受到了司机师傅们的欢迎和
称赞。

作为副站长， 朱建超很注重
传帮带， 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授
给其他工作人员， 带领全站人员
每天为首都出租车驾驶员热情的
服务着， 将不大的 “首都机场的
士职工之家” 变成10万 “的哥”
“的姐” 休息、 调理和运营的中
转站。

在平凡的岗位上， 她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她发扬 “钉钉子
精神”， 将北京市总工会建立的
的士职工之家服务广大出租车司
机的各项服务内容和措施落到实
处， 成为“的哥”“的姐”的“娘家
人 ” “贴心人 ”。 她带领的团队
2018年被推荐为 “全国模范职工
书屋” 和北京市 “北京社会好人
榜” 群体等集体荣誉， 她个人获
得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在建设
交通强国的新征程上， 她更是有
着无穷的干劲， 发扬拼搏精神，
成为一名热心服务一线职工的专
职社会工作者。

———记首都机场的士职工之家副站长朱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