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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安全生产是企业经营的根”
———记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刘亚伟

李紫莹：扎根基层 让老旧小区美丽“蝶变”
□本报记者 盛丽

李紫莹是北京市夕阳再晨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 90
后的她， 常年扎根在基层， 服务
于社区。

2018年底， 她来到学院路街
道中的典型老旧小区二里庄社
区， 开展社区营造实验工作。 入
户走访1000多户居民 、 发放700
余份问卷、 开展十几次焦点访谈
小组活动……她通过各种方法，
全面进行 “社区体检”。

通过给社区做 “社区体检”，
她掌握了社区的详细情况， 包括
地区的 “人、 文、 地、 产、 景”。
随后 ， 她梳理社区资源 ， 形成
《社区体检报告》， 还撰写了 《社
区营造三年行动规划》， 细化精
准服务。 社区生活艺术展、 新春
文化节、 社区共享市集……她整

合资源服务居民， 开展百余次社
区活动， 让一个个新颖的活动走
进了老旧小区。

在二里庄社区， 李紫莹通过
营造工作坊协同社区治理、 “街
道-社区-楼门-家庭” 四级社区

动员、 志愿家庭制度化参与等形
式， 发起绿色生活倡导， 将屋顶
闲置空间利用打造成为绿色生态
空间， 将 “垃圾分类齐参与， 生
态社区共营造” 理念进行宣传。
她绘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蓝

图， 推动建设 “社区垃圾分类设
点布局———楼门桶站宣传指导管
理———垃圾分类主题广场———厨
余资源就地转化———屋顶花园共
建” 的绿色微循环， 促成 “垃圾
分类———环 境 治 理 ———社 区 发
展———社区产业” 的闭环工作模
式， 形成了一条可参观交流、 可
科普展示、 可实践学习的环保教
育景观线路。

多年来， 李紫莹还培育了超
过百人的 “环境治理队伍”， 包
括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志愿者、 厨
余堆肥志愿者、 环保酵素管理志
愿者、 阳光花匠志愿队、 阳光菜
园志愿家庭服务队等。 她还培育
二里庄 “聚悦” 话剧社原创舞台
剧 《垃圾绑架 》 并多次公益演
出， 助力建设二里庄社区为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

工作中， 李紫莹一直致力于
青少年志愿服务与社会参与能力
提升。 她扎根社区依托团体性小

组或亲子互动的形式开展百余次
青少年社会工作活动， 活动主题
涉及志愿服务、环境保护、文明礼
仪、文化交流等。她在东升镇开展
文明实践，孵化“橙小子”青少年
社团，带动300户志愿家庭定期参
与社区营造活动。 在花园路街道
围绕社区公益， 培育孵化 “花之
蕾”青少年社团，创新青少年实践
与社区教育融合。在忠实里社区，
通过绿色家园营造社会动员，开
展“绿色未来”社区公益夏令营，
组织开展 “变废为宝时装秀”“社
区低碳共享市集”“零浪费无包装
商店体验”等活动。

专业社工出身的李紫莹， 聚
焦基层社区防疫与社区志愿者参
与。 她用笔记录与传递一个个基
层抗疫故事。她在防疫期间，撰写
了《社区居家14天活动指南 》。 她
还依托楼门群、社区群等平台，采
用公众号、抖音、K歌平台等信息
化手段， 将专业服务资源上传。

他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施工
现场从事技术和安全管理工作；
他牵头成立了公司 “安康杯” 竞
赛活动领导小组， 并任领导小组
秘书长 ； 经过多年从事安全工
作， 他深有感悟： 安全生产是企
业经营的根； 他重视安全人才的
培养， 通过入场三级教育、 专项
安全培训等方式对23905名现场
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培训； 在他
带领下， 公司 “安康杯” 竞赛活
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所有工程项
目安全标准工地100%建设达标，
先后荣获国家级、 省市级等安全
标准工地奖。 他就是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 副总经理刘亚伟。

采用生动鲜活方式加强
安全监管

“我从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
施工一线从事技术和安全管理工
作， 安全生产是对职工和所有参
建人员的承诺， 是企业对社会的
责任。” 刘亚伟说。

多年来， 刘亚伟先后在北京
到郑州电气化铁路、 北蜂窝住宅
综合楼、 和平里住宅小区、 东直
门航空服务楼铁道部武汉调度
楼、 九州通衢大酒店、 北京轨道
交通安全风险监控中心等工程中
留下了足迹。 这期间， 他扮演的
角色也在不断变化着： 从技术员
到总工程师、 项目经理等职务，
但是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 他
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非常重要的
位置。 目前， 北京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共设置安全生产总监32人，
专职安全质量管理人员403人 ，
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管理部门颁发
的安全质量管理资格证书人员
884人， 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29
人 。 刘亚伟还牵头成立了公司
“安康杯” 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并
任领导小组秘书长。

在施工现场， 为了加强安全
监管， 防止支架体坍塌、 高空坠
物、 触电等安全事故发生， 刘亚
伟和主管安全的人员经常到施工

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和纠错。 这种
工作方式相比问卷形式来说， 要
生动得多， 刘亚伟每年都会组织
这种形式的检查和纠错， 也会设
置一些纠错点， 经过汇总后进行
评比。 同时， 刘亚伟和主管安全
的人员还会把常见的事故类型制
作成视频， 在对职工进行培训时
进行播放， 真人实例让职工们触
动很大。 这种鲜活的方式不仅能
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还会提示
基层班组的施工人员， 让他们主
动去发现施工中的安全隐患， 及
时消除。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奖励机
制， 根据隐患可能造成的后果采
取积分奖励， 当达到一定积分，
可以到工地的超市兑换日常用
品， 以这种方式引导施工一线人
员提前发现隐患 ， 解决隐患 。”
刘亚伟说， “‘安全第一， 生命
至上’， 我们必须通过提升安全
管理水平， 有效控制风险， 遏制

安全事故发生。”

对数万名施工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

为了更好地推进安全生产，
开展好 “安康杯” 系列活动， 刘
亚伟将大专、 本科生且有施工现
场技术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纳入
安全质量管理队伍， 并持续开展
安全质量管理人员再培训、 再培
育。

2019年初， 在刘亚伟的努力
下， 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施
工技术、 安全质量培训班纳入了
公司培训计划，12月，在公司机关
组织了为期3天的培训，培训对象
是来自公司47个项目的项目经
理、总工程师、生产副经理、安全
总监、业务骨干等，共120余人。

“我们邀请了4名外部业内
专家和2名公司项目总工程师为
学员们授课， 课堂上穿插了老师

与学员们的互动环节， 并且创新
应用了 ‘微助教’ 教学平台， 实
现快速签到、 数据统计和开放讨
论等功能 ， 提高了培训效率 。”
刘亚伟介绍说。

除了课堂授课学习加强职工
安全意识外， 期间， 刘亚伟还组
织学员们参观了中建一局某装配
式建筑工程， 实地听取了项目总
工程师对装配式建筑的详细介
绍； 组织参观了公司的北京地铁
19号线 “BIM+智慧工地” 系统
和北京地铁17号线次渠车辆段工
程， 并在北京地铁17号线项目部
举行了自由讨论和交流活动 。
“通过培训和交流， 大家能够对
公司当前在施工技术、 安全质量
方面的发展情况有更深刻、 更全
面的认知。”

刘亚伟介绍， 2019年， 北京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32个项目
部， 共组织1417名项目管理人员
进行了安全培训， 352人进行了
营业线安全培训； 并通过入场三
级教育、 专项安全培训等方式对
23905名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了安
全培训。

“为了更好地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 我们公司完善了全公司安
全教育培训系统， 建立了职工安
全教育培训档案， 还推广使用了
中国中铁安全质量教育培训微课
堂‘云平台’。 ”刘亚伟告诉记者。

据悉， “云平台” 主要利用
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以及网络技
术， 显示安全培训的信息化、 培
训内容的多媒体化 ， 满足分散
式、 移动式、 碎片化、 系统化、
个性化的学习需要， 能够把安全
培训教育工作落实到每一个班
组、 每一个岗位、 每一位职工。
2019年 ， 刘亚伟所在公司通过
“云平台 ” “工具箱 ” 累计对
5759名人员进行了培训教育。

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公司
安全生产

“在公司广大成员努力下，
我们的 ‘安康杯’ 系列活动开展

得很有成效。” 刘亚伟说。 公司
各单位 、 项目部为加强安全管
理， 推陈出新， 打造了安全型团
队 、 晨学 、 安全教 育 体 验 区 、
劳务实名制管理系统、 智能化
安防系统、 工地一卡通、 工地广
播系统、 宿舍物业化管理、 定型
化防护设施、 智能化远程安防系
统等多项活动， 有效保证了施工
的安全。

“传统的安全形式检查， 有
专门的安全员进行每天检查、 每
周检查、 每月检查， 此外， 我们
还会利用一些科技手段、 信息化
手段 ， 提升安全检查的效率 。”
刘亚伟说。 比如， 搭建施工调度
平台， 里面有安全检查的模块，
通过远端视频进行检查， 查看施
工现场是否有安全问题， 是否有
需要帮忙解决的疑难杂症等类似
安全方面问题。 另外， 为了防止
塔吊的碰撞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刘亚伟会在施工现场安置塔吊防
碰撞系统， 这样两个塔吊快碰到
时， 系统会报警， 塔吊就会被卡
死不再移动 ， 避免发生安全事
故。 他还会在塔吊上安装吊钩的
可视系统， 这样可以防止吊装材
料时不安全情况的发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 “安
康杯” 竞赛活动的深入开展， 使
公司杜绝了火灾、 机械设备、 锅
炉、 压力容器、 交通责任事故的
发生， 所有工程项目安全标准工
地100%建设达标 ， 先后荣获国
家级 、 省市级等安全标准工地
奖 。 2019年 ， 公司获得北京市
“安康杯” 优秀组织单位称号和
集团公司工会 “模范职工之家”
称号， 而在疫情防控期间， 公司
更是充分利用 “互联网+” 线上
平台， 利用 “抖音” 短视频、 线
上直播等方式， 开展线上安全课
堂、 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 确保
现场安全、 职工安全。

“今年我们将积极应用现代
信息化手段， 发挥互联网作用，
推进公司安全文化建设的前进步
伐， 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 刘亚伟信心满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