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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基于天恒建设集团
大平台专注于安全产业研究， 岳
建伟项目部通过不断地调研、 探
讨 和 修 改 ， 已 取 得 多 项 核 心
技 术 及科研成果 。 由项目部专
家牵头， 该项目部积极参与了国
家建筑施工行业相关标准、 技术
规范和相关安全制度的编制工
作， 目前已完成10余项著作和标
准制定。

岳建伟项目部自组建以来，
始终以 “做一流工作、 建顶尖团
队” 为目标， 不断地在强化自身
素质， 提高业务技能方面狠下功
夫， 并取得了多项荣誉： 2015年
团市委、 安监局 “北京市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 称号； 2016年大
兴区人民政府 “大兴区科学技术
奖技术进步奖”； 2015-2016年度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改
革创新奖； 2017年首都职工自主
创新奖二等奖； 2018年全国安全
生产咨询日活动特别贡献奖等。

“历史需要继承， 进步源于
学习。” 岳建伟告诉记者， 项目
部成员在保质保量完成日常工作
的基础上， 从未间断基于不断学
习的提升自我 。 他表示 ， 多年
来， 项目部全体成员一致认为，
学习是谦恭务实 、 吸取各方精
华、 提升自身能力的原动力， 积
极参与各种技术交流和专业培

训， 是项目部一贯不敢荒怠的基
本手段。

安全是人民生存和发展最基
本的条件， 安全工作永远是 “从
零开始， 向零进军”。 “在安全
发展的大路上， 我们还有一段很
长的艰难且曲折的道路要走 。”
面对未来的挑战， 岳建伟信心十
足， 他说： “做好生命防护线的
坚固盾牌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我
们始终以 ‘将安全给予一路同行
的人’ 为使命， 专注城市安全，
打造平安幸福生活， 做千万生产
一线工人生命安全的保护伞和守
护者， 为社会安全和谐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专注安全 做生命防护线坚固盾牌
———记2019年北京工人先锋号、天恒建设集团岳建伟项目部

□本报记者 孙艳

连续6年为大兴区建设工程
监督站提供建筑工地安全协助检
查技术支持； 协助城市副中心指
挥 部 和 新 机 场 指 挥 部 日 常 安
全 检 查 ； 开发建筑行业工人培
训实名制系统和劳务实名制系
统； 已完成10余项著作和建筑施

工标准制定……这支奋战在安全
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年轻队伍———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岳建伟项目
部， 在大兴区的建筑行业里被称
为安全生产服务的先锋队， 做好
生命防护线的坚固盾牌是他们不
懈的追求。

2019年大兴区安全生产月

作为大兴区的本土建设企
业，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拥有着六
十年的发展历程， 积聚了深厚的
历史底蕴，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 已发展成为集建筑
施工和安全服务与开发为一体的
多能型企业。

尽管改革开放后， 天恒建设
已经改制为非国有企业， 但近半
个世纪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企
业保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 优良
的传统需要后人的继承和发展，
岳建伟项目部作为骨干力量在新
的历史机遇中， 再次将企业的这
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兴新机
场建设工程是北京新时代发展的
重大民生工程， 岳建伟项目部有
幸参与到两大民生工程的安全管
理工作中， 在协助城市副中心指
挥部和新机场指挥部开展日常安
全检查工作中， 成为两项重大建
设工程顺利完工的 “保护神”。

秉持高质量服务的优良传
统，迄今为止，岳建伟项目部连续
6年为大兴区建设工程监督站提
供建筑工地安全协助检查技术支
持。 岳建伟项目部以各相关工作

规范要求以及区建委下达的各项
通知为工作依据， 对相关企业和
部门的工作文件、 生产过程进行
严格的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按
照企业及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要
求，代表区建委监督站，牵头不定
期联合城管、安监、环保等政府执
法部门对相关建设施工工地进行
专项检查， 他们的工作使全区的
在建工程整体安全隐患得到了有
效控制， 得到了相关单位的高度
认可。

“坚持为大兴区安全生产监
管做实事、 细做事， 依托专业技
术人员和各司其职的专家队伍，
是我们团队工作的根本宗旨 。”
项目部经理岳建伟介绍说。

大兴区应急管理局提供企业
隐患排查、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有限空间排查、 涉爆粉尘企业排
查、 安责险参保企业隐患排查等
一系列技术服务， 这些都是岳建
伟项目部的传统工作内容。 多年
来， 该项目部为大兴区部分镇街
级政府提供专项检查、 安全教育
培训、安全管理创新、社区安全宣
贯， 安全文化宣传等提供了全方
位安全技术支持。

发扬传统 专注安全提供高质量服务

打破常规 做安全生产的定海神针
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也要打

破常规。 记者了解到， 北京天恒
集团作为建筑行业安全体验教育
培训模式的开拓者， 其科研和工
作实践多为前人所未有， 比如安
全生产体验设备和设施的研发和
建设。 作为建筑行业安全体验教

育培训模式的第一实施者和责任
人， 目前， 该单位已建立并运营
天恒培训中心、 城市副中心培训
中心、 新航城培训中心、 雄安新
区培训中心四大培训场馆， 年度
培训人员总数约4万人， 建筑行
业安全体验教育培训已经是北京

市城市副中心、 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 雄安新区等国家重点建设工
程施工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重要环节。

天恒集团进行的安全体验项
目和设备的研发、 建筑行业工人
培训实名制系统和劳务实名制系
统的开发 、 体验场馆EPC服务

等， 目前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成果在行政副中心建设工程， 大
兴新机场建设工程中得到广泛应
用、 获得业内人士高度认可与肯
定。 目前岳建伟项目部已经是国
内安全生产体验培训、 科研以及
社会实际应用方面的领航员和掌
舵者。

与此同时， 岳建伟项目部没
有荒废和怠慢传统工作职责， 在
为区域内的各级政府、 企事业单
位职工、社区居民，中小学、高校
师生以及医疗院所职工等提供各
种培训课程和安全宣传服务，在
安全文化宣教方面也做出了积极
贡献。

开拓创新 提升专业技能不敢荒怠

岳建伟项目部成员正在整理隐
患排查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