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伙儿一块研究工作

□本报记者 孙艳

当好职工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记2021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岳建伟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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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精益求精

为重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保驾护航

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和大兴
新机场建设工程都是国家发展的
重点工程， 岳建伟项目部有幸参
与 到 这 两 大 重 点 工 程 的 安 全
管 理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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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副中心和新机
场建设重大民生工程在确保安全
前提下稳步推进， 成功为两项重
大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保驾护
航。

岳建伟项目部连续7年为大
兴区住建委提供建筑工地安全检
查及技术支持， 执行了全面严格
的安全隐患排查， 并且代表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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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地进行专项检查， 使全区的
在建工程整体安全隐患得到了有
效控制； 为区应急管理局、 区部
分镇街级政府提供企业隐患排
查、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安全文
化宣传等全方位安全技术支持，
为大兴安全生产监管贡献了力
量。

同时， 岳建伟项目部还为企
业提供安全标准化咨询、 安全评
价、 应急体系建设等服务， 以企
业生产安全为己任， 为企业安全

生产精细管理做好指导。 服务对
象不乏三元食品、 百事食品， 中
粮丰通食品、 王府井百货 （大兴
店）、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
知名企业， 为众多单位煤改气项
目提供了安全现状评价， 为大量
加油站提供了预评价和验收评
价。 每一次服务都力求做到一丝
不苟， 尽职尽责， 精益求精， 从
而赢得了客户的深度信任和广泛
好评。

让安全知识深入职工的心

开创体验式安全教育先河

为了不让安全知识从工人的
“左耳进， 右耳出”， 以项目部为
主的技术团队开发设计了近60项
安全体验装备， 开创了工人体验
式安全培训。 组织建设并运营了
4个安全体验培训中心， 累计培
训工人20多万人次。 其中， 北京
城市副中心安全体验培训中心圆
满完成了多次国家级、 省部级等
团体的学习培训任务。 巨大的社
会示范效应不仅使体验式安全教
育培训在全国建筑领域遍地开
花。

岳建伟项目部开发完成的

“安全体验培训信息系统 ” 与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 为
工人实名制管理提供了良好平
台， 实现了安全体验教育基地的
信息化管理， 实现了安全体验、
劳务实名制一卡通功能， 可在建
设施工范围内跨工地、 跨设备、
跨体验馆使用。 得到了市、 区住
建委主管部门及领导的高度评
价 ， 为 区 域 安 全 事 业 的 建 设
与 发 展做出了贡献 ， 在同行业
中创建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与此同时， 该团队率先开创
了针对中小学生及居民的 “安全
屋” 体验培训项目， 为中小学 、
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区等
社会群体、 机构提供丰富多彩的
安全教育活动； 在安全文化宣教
方面做出了贡献。

岳建伟项目部还主导组织了
中国建筑施工安全教育高峰论
坛、 参与了国际劳工组织纪念日
等 大 型 安 全 类 活 动 ， 均 获 得
了 圆 满成功 。 在2018年 “全国
安全宣传咨询日北京市主会场”
活动上， 岳建伟项目部作为主要
参与者之一， 向外界展示了先进
的安全体验模式和安全体验产
品， 也为活动的成功举行添砖加
瓦。

专注安全产业研究

自主研发多个智慧化
管理系统

天恒建设集团于2014年成立
劳模创新工作室， 并致力于科技
创新 、 模式创新和产品研发工
作。 岳建伟项目部基于集团给予
的平台与资金支持， 为劳模创新
工作室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提供
技术研究与实验场地， 专注于安
全产业研究， 通过不断地调研、
探讨和修改， 自主开发了安全信
息化管理平台， 并得到很好的示
范应用， 目前已取得多项核心技
术及科研成果。 项目部专家人员
还积极参与了建筑相关标准、 技
术规范和相关安全著作的编制工
作， 目前已完成10余项著作和标
准制定， 获得专利10余项， 实力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近年来， 岳建伟项目部通过
不断地调研、 探讨和修改， 自主
研发了智慧化工地管理平台， 目
前已取得多项核心技术及科研成
果， 并得到很好的示范应用。 创
建以BIM+安全为核心的创新型
施工安全管理模式， 实现施工安
全防护分级管理、 危险源识别、
隐患排查、 消防教育等功能； 研

发出环境智慧管理系统， 以提高
现场安全管理水平， 控制现场施
工作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研发出施工
现场的环境指标检测与自动化降
尘等管控系统； 取得建筑工人综
合管理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突
破， 通过搭建云数据平台， 体验
基地、 项目端与实名制整合， 实
现对工人信息的统一采集和统一
管理， 关键技术成果经市住建委
专家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助力抗疫冲锋在前

做生命防护线坚固盾牌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初期， 岳建伟带领团队参与了大
兴防疫医院的建设改造任务， 日
夜兼程， 调动一切可能资源， 按
小时排进度 ， 各个难题逐一击
破， 经过7个昼夜的鏖战， 圆满
完成了108张床位的孙村医院改
造工作。 随后， 又相继参与了区
医院、 旧宫医院、 中医院、 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病房改造任务。

2020年6月 ， 新发地聚集性
疫情发生后， 集团接到对大兴体
育中心进行改造并建立检测实验
室的应急任务。 岳建伟项目部迅
速响应 ， 短短两小时 ， 带领近
100名工人进驻现场开展工作 。
仅用时两天建成三组九个气膜版
“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 这是
北京首座气膜版核酸检测实验
室， 后续又完成了新增加的7个
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搭建工作， 日
检测能力达10万份。

2021年1月 ， 大兴区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 岳建伟项目部参
与搭建了多个核酸检测点。 在疫
情最为严重的天宫院片区， 项目
部的11名志愿者自发坚守在隔离
关卡， 为小区内隔离的群众运送
应急药品、 生活物资， 连续坚守
了20多天。 为了减少传播风险，
更是为了提供高效及时的志愿服
务， 岳建伟项目部成员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 就住在值守点附
近的临时指挥部里。

实际上， 岳建伟项目部在抗
疫建设中所做的贡献只是集团参
与抗疫工作的缩影。 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参
与了各类抗疫防控工作90余项，
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达6000人
次， 提供抗疫物资2000余万元。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岳建伟
项目部以 “将安全给予一路同行
的人”为使命，秉持“安全·敬畏生
命”的理念，专注城市安全，打造
平安幸福生活， 做千万生产一线
工人生命的“保护伞”和守护者，
做好生命防护线的坚固盾牌，为
生产安全与社会安全建设持续贡
献力量。

荨岳建伟项目部成员合影 ▲团队同事在施工现场安全检查

北京天恒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是大
兴区的一家本土企
业， 在60多年的发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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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岳建伟
项目部作为安全生
产 服 务 的 先 锋 队 ，
是天恒建设集团不
可或缺的一支骨干
力量， 自组建以来，
始终以一流的工作、
团结的团队完成着
各项任务， 以高水平
的技术、 高质量的服
务、 优秀的业绩诠释
着勇创先进的内涵。
2021年， 岳建伟项目
部荣获 “全国工人
先锋号” 荣誉称号。

荨岳建伟（右）现场研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