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念创新为先导
营造安全生产“硬实力”

“安康杯” 竞赛活动自1998年启动以来， 走过
了22年的光辉历程， 已经成为党政支持、 工会主导、
职工参与的闪亮品牌， 成为推动企业安全发展的重
要载体， 发挥各级工会职能的现实途径， 维护职工
安康权益的有效平台。 一直以来， 大兴区委、 区政
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以创新理念为先导， 强
化党政同责， 构建多部门联动， 完善安全管理职能。

大兴区总工会作为大兴区安委会的成员单位 ，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 北京市总工会及区委、 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 在区应急局、 区卫健委等职能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 建机制搭平台， 保安全护健康， 多
管齐下， 积极探索， 以理念创新为先导， 努力营造
安全生产的 “硬实力”， 为全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
工作， 凝聚人心、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近年来 ， 大兴区总工会通过了全国 “安康杯 ”
竞赛组委会和北京市 “安康杯” 竞赛组委会优秀组
织单位的综合评定， 包括广泛开展劳动安全卫生防
护自救逃生避险知识竞赛活动与企业安全文化活动，
不断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环境；增强广大职工的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意识，培养良好的安全生产习惯，保障
企业安全生产，奠定坚定的安全基础；加强安全文化
的宣传及职工的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工作， 全面推进
“安康杯” 竞赛活动更深入的开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实现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做出贡献等多
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通过表彰， 为全面推进 “安康
杯” 竞赛活动更深入的开展及安全文化的宣传工作
树立优秀榜样， 做出先进示范， 扩大积极影响。

今年， 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的关于
《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 的文件精
神，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深入排查安全风险， 切
实消除事故隐患，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大兴区
总工会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 ， 开展了有针对性 、
有特色的安全宣传活动， 广泛传播安全知识， 推动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选树典型为契机
打造安全生产“软环境”

近年来 ， 大兴区各级单位紧紧围绕 “安康杯 ”
竞赛主题， 结合自身实际， 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
活动， 涌现出一批勇于创新、 工作突出的先进典型。
例如：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丰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 他们将安全寓于生
产、 管理和科技进步之中， 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
用。 通过发现典型、 培养典型、 运用典型， 以点面
结合， 相互带动的方式汇聚安全力量， 使全区各会
员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劳动保护防范能力有
了明显增强， 有力打造了安全生产 “软环境”。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荣获2019年度大兴
区 “安康杯” 竞赛优胜单位。 多年来， 北京万兴集
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安康杯” 竞赛活动， 强化
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有效防
止和杜绝了各类事故的发生， 为推进集团全面健康
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十多年来， 荣
获了区、 市、 全国 “安康杯” 竞赛优胜单位、 首都
劳动奖状等集体、 个人奖项共计58项。

每年的 “安康杯” 竞赛活动， 该集团都会成立
领导小组， 各级领导按照 “党政同责 、 一岗双责 、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 的要求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层层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 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
安全管理做到全员参与， 全过程控制。 从年初开始
就制定公司的活动方案， 积极动员、 部署、 考核安

全生产工作， 做到安全垂直管理到基层。
记者还了解到， 今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 万兴集团
奋勇担当， 承担了大兴区医院发热门诊抢建任务 。
同时不忘职工的健康安全，随着逐步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工作不松懈，形成了常态化管理机制。 同时， 该
集团主动捐款捐物， 解决社区、 政府疫情管控压力。

2016年迁入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北京京丰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近几年在大兴区总工会和生物
医药基地总工会的指导下，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
活动， 2019年还被评为了大兴区 “安康杯” 竞赛优
胜单位。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去年， “安康杯”
安全活动的开展， 极大的提高了全体员工的安全意
识， 取得全年零事故的优异成绩。

据介绍 ， 该公司领导对工会组织的 “安康杯 ”
活动大力支持， 并在经济上为该活动保驾护航， 公
司2019年工会及安全预算139.34万元， 2020年度更是
提高到了147.4万元， 充足的经费保证 “安康杯” 活

动的及时开展。 同时， 公司工会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保障了 “安康杯” 活动的有序开展。 并与北京石油
化工学院结成校企共建单位， 并聘请石油化工学院
安全学院的副院长为该公司的安全顾问， 保证 “安
康杯” 活动水平的不断提升。

去年， 该公司工会秉承 “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
职工权益” 的原则， 扎实开展 “安康杯” 文化活动
共12项，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使全体员工的
安全意识和个人权益意识得到提高， 更加体现了工
会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 工会
将以 “安康杯” 为抓手， 结合京丰生产经营不断创
新活动内容和形式， 扩大 “安康杯” 活动的影响力，
为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出应有的贡献。

竞赛活动为抓手
增强安全生产“内动力”

多年来， 大兴区总工会以 “安康杯” 竞赛活动
为契机， 联合职能部门 ， 大力推动安全文化建设 。
持续打造的 “工会杯安全隐患我来拍” 活动， 充分
调动了干部职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积极性 ；
持续开展各行业、 各系统的安全应急消防知识与技
能大赛活动， 使广大干部职工提高了有效应对突发
事件的处置能力； 持续推动的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建设， 有效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预防职业病、 慢
性病的健康意识。 同时，各基层工会紧紧围绕“安康
杯”竞赛活动方案，以活动为依托，引导干部职工广泛
参与，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文化氛围，积极扩
大正面影响，增强了安全生产的 “内动力”。

大兴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牛玉俊介
绍， 多年来， 大兴区总工会着力打造大兴区 “安康
杯” 竞赛品牌活动， 持续加强与区应急管理局等职
能部门的沟通与合作， 积极探索职工参与安全生产
和应急管理的新形式， 不断赋予 “安康杯” 竞赛活
动新的内涵和活力。 以 “安全生产月 ” 宣教活动 、
安全应急消防技能竞赛、 “工会杯” 我来拍、 万步
走和工间操、 “应急宣传进万家”、 “千企万人” 等
活动为依托， 深入开展了一系列贴一线 、 接地气 、
有亮点、 显效果的特色活动。

牛玉俊表示 ，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 ， 没有终点 ，
在接下来的 “安康杯” 竞赛活动中， 大兴区总工会
将在责任履行上继续 “担担子”， 持续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创新活动形式， 拓宽
参与模式， 一如既往地投入到 “安康杯” 竞赛活动
的宣教工作中去， 为把大兴区打造成首都南部国际
交往新门户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据介绍， 今年 “安康杯” 活动启动后， 大兴区
将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 由大兴区总工会和区应急
局联合举办安全应急消防知识技能大赛即将举办 。
今年在继续开展 “安康杯” 竞赛， 推进机关、 企事
业单位安全管理标准化、 科学化建设的同时， 还将
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重点活动， 继续举办 “工会杯”
安全隐患我来拍活动， 活动将以安全隐患排查为抓
手， 引导广大职工从 “会查隐患、 懂安全” 到 “争
查隐患、 保安全” 的转变， 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重大
隐患 “双报告” 制度，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此外， 今年还将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开展多种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职工安全健康竞赛
活动， 让广大职工真正在 “安康杯” 活动中， 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 提升安全生产素质、 提高安全事故
预防处置能力。

牛玉俊表示， 当前， 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需要
我们勠力同心， 确保企业职工有序复工复产， 努力
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在机遇与风险
并存、 希望与困难同在的关键时刻， 让我们共同努
力， 以强烈的使命感、 责任感， 迎难而上、 锐意进
取， 让 “安全大兴， 健康大兴” 的宏愿如新航城般
奋勇腾飞！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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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康杯”竞赛
营造安全生产“硬实力”

“强意识， 查隐患， 促发展， 保安康！” 日前， 伴随着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施
工启动， 大兴区新一年度的 “安康杯” 竞赛活动正式启动。 接下来， 一系列有针对性、 有特色的安全宣传
活动将在全区推进， 确保企业职工有序复工复产， 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大兴区总工会启动2020年“安康杯”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