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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李继团
当好首都“守夜人”中的“守夜人”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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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应急岁月， 他始终对工
作尽心尽力； 超过800次的24小
时值班值守经历， 让他成为北京
市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为 数 不 多 的
全岗位 “战斗员”。 他就是北京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处 （市应
急指挥中心） 副处长、 三级调研
员李继团。

尽忠职守
奋战首都应急一线

每隔几天就有一次24小时值
守， 这已成为这些年来李继团工
作和生活中的常态。

从第一次走进指挥中心像刘
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到熟悉这
里的一角一落； 从第一次接听突
发事件报送电话时的紧张失措，
到现在的从容应对； 从对北京二
环有几座立交桥都不了解， 到对
全市地理地貌熟练掌握； 从对各
个职能部门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到对各单位职责分工信手拈来。
经过12年超过800次的24小时值
班值守锤炼后， 他已成为指挥中
心为数不多的具备指挥长、 调度
岗、 值班员等应急值守全岗位经
历的 “战斗员”， 也是目前值守
经历最长的一名值班员。

他在值守期间曾妥善应对处
置森林火灾、 城市火灾、 极端天
气、 生产安全事故等多起有影响
的突发事件。 在这些突发事件背
后 ， 都是 以 分 钟 计 的 信 息 核
报 、 视频会商、 紧急部署、 材
料起草等诸多环节， 每每处置这
类突发事件时， 指挥中心内的每
一 丝 空 气 都 充 满 着 紧 张 的 味
道 。 而在这背后的背后 ， 是李
继团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持续
坚守。

2021年， 应急指挥处 （市应
急指挥中心） 被评为全国应急管
理系统先进集体， 作为这个集体

的一分子， 李继团所承担的工作
也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可。

兢兢业业
做应急工作的先锋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
十年功”， 成绩的背后是持之以
恒的基础工作。

李继团结合首都突发事件发
生特点和指挥中心运转实际， 组
织编制23类突发事件分级响应流
程， 印发 《接报处置突发事件分
级响应工作方案》， 稳步提升处
置突发事件的标准化、 规范化程
度 。 按照应急值守和应急指挥
“双体系” 建设思路， 在没有可
参考先例的情况下， 目前正在起
草 《北京市应急指挥工作管理规
范》， 为应急管理领域先行先试
开展有益探索。

“我们以大风极端天气应对
为突破， 强化预警响应。” 李继
团告诉记者， 他和同事们探索建

立了 “通知+会商+部署+抽查+
安全提示” 的大风极端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机制， 组织起草并以市
应急委名义印发 《大风极端天气
应对工作规范》。

如今 ， 全市各部门 、 各区
“预警就是命令” 的工作惯性已
初步形成。 得益于全市各项防范
措施的到位， 近两年大风预警期
间全市未发生大风引起的人员伤
亡情况。 目前， 李继团正在编制
《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 将
进一步固化对极端天气预防为主
的工作机制。

此外， 他还编制形成 《季度
形势分析会议优化方案》， 强化
会议分析功能 、 提升研判精细
度。 自2021年第四季度起， 坚持
“一会议一主题” 模式， 分别以
“实验室安全运行” “燃气安全”
“外力破坏管线” “汛期城市运
行安全” 为主题拍摄制作警示片
4部， 邀请4位院士出镜， 初步形
成了 “院士讲安全 ” 的宣传品

牌， 在全市季度形势分析会上播
放， 取得良好效果。

未雨绸缪
强化应急技术创新

“工作中， 我们在顶层设计
时强化信息化思维， 将主持开展
城市运行和应急管理领域大数据
应用课题的思路延伸到指挥中心
运行上来。 ”李继团介绍说，他带
头完成的突发事件统计分析系统
开发建设， 目前共收纳首都地区
发生的各类突出情况近万起，已
成为应急管理的一个核心数据
库。该系统为应急管理形势分析、
文稿起草提供数据支撑， 实现了
应急数据统计工作时限由小时级
向分钟级的跨越。

此外，他还研究制定了《市应
急指挥中心基础能力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从提升统筹协调 、信息
掌控、分析研判、指挥调度、辅助
决策、 运行保障六个方面开展工

作， 将任务分解至全市各相关单
位，跟踪督导工作进展。

作为党政决策的 “千里眼”
和 “顺风耳”， 李继团立足提高
指挥中心整体综合服务保障能
力， 运用 “手册化” 工作思维，
对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全面性、 系
统性、 开创性总结， 形成 《服务
保障工作手册》， 为值班员和信
息化保障人员规范到位操作奠定
坚实基础。

人尽其才
把“徒弟”培养成“师傅”

调度岗是指挥中心值守的一
个关键岗位， 上承带班领导和指
挥长， 下接当天全体值班员。 李
继团担任调度岗期间， 除了完成
值守任务外， 还注重对值班员的
传帮带。

为了落实接报后十分钟发短
信、 半小时出书面材料的要求，
李继团提出 “首接负责制 ” 概
念， 组织值班员业余时间编制包
括人员分工、 交接班流程、 文字
模板、 基础资料等内容的 《值班
工作手册》， 先后优化完善4个版
本， 一度成为了各组值班员必备
的口袋书。

他针对分管人员履历、 经历
的差异性开展个性化指导， 面对
社招人员普遍年轻化、 工作经验
不足的现状， 李继团制定5项精
准学习培训计划； 面对军转干部
不熟悉工作的情况， 重点从工作
特点及重点、 政府运转程序等方
面进行辅导。 他所在的值班4组
先后输送5名工作人员到其他值
班组担任调度岗 ， 成功把 “徒
弟” 培养成了 “师傅”。

“只要一想到我的工作是对
社会有贡献的 ， 什么辛苦都能
扛， 我就是要当好 ‘守夜人’ 中
的 ‘守夜人’。” 李继团说。

刘松涛（右）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李溢春

从“橄榄绿”到“铁路蓝” 不变的是坚守使命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供电段维修车间业务指导刘松涛：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 那根
始终与机车和动车组须臾不可分
离的导线 （接触网）， 就成了这
生生不竭动力来源的根本保障。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
山供电段维修车间业务指导刘松
涛最近的首要任务， 就是带领自
己的团队对京唐城际管内接触网
线路的安装标准、 技术指标、 数
据参数进行最后的调试、 检查、
对标与核准。

从春暖花开到盛夏时节， 随
着京唐城际铁路全面进入联调联
试开通运营倒计时模式， 刘松涛
吃住在施工作业现场， 已经快近
四个月没有回家了。

最近几天， 华北地区迎来酷
热天气，高温下导线、铁架和零部
件摸起来烫手。作为接触网工，刘
松涛整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爬
上爬下，当被问起工作苦不苦、累
不累时， 他憨厚地笑了：“这算什
么，比起我们父辈，现在出行有轨
道车，在外干活住宾馆，待遇不知

强了多少倍。 ”
刘松涛曾是驻守大兴安岭林

区武警部队的一员， 他义无反顾
与林火鏖战， 入伍两年就获得两

次嘉奖。 生于铁路家庭的他， 怀
着对铁路工作的深厚情感， 脱下
军装便选择成为一名铁路职工。
从 “橄榄绿” 到 “铁路蓝”， 从

单兵作战的 “尖兵” 到指挥整个
车间的指挥 ， 刘松涛 “南征北
战” 一路走来， 改变的是身份，
不变的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职
业操守。

退伍后刚一来到铁路， 刘松
涛便赶上2015年京蓟城际快速列
车开行、 津蓟线市郊铁路升级电
气化改造， 这也成为了他实现身
份转化的练兵场。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在那
场时间紧任务重 “老兵新人” 进
行的突击攻坚中， 刘松涛脱颖而
出成为了副班长， 并成为随后战
津霸、 赴京广、 守京哈、 攻唐包
完成管内和应对各种急难险重任
务的不二人选。 这些经历也帮助
刘松涛储备了厚实的业务技术基
础和指挥协调能力。

在走向管理岗位后， 如何提
升整体协同和单兵素养， 便成为
刘松涛思考琢磨的重点。 只要遇
到肯学、 好学、 爱学的好苗子，
不管隶属分管、 疏亲远近， 他必

定倾囊相授。 经过他的培训， 已
有十多人次在全局各级各类技术
比武中取得优异名次。 而由他实
践总结提炼出来的 “集中修五步
检修法”， 也成为了职工们适应
供电接触网精细化集中检修作业
的秘籍宝典。

如今， 作为京唐城际铁路现
场业务指导， 刘松涛每天要带领
50多人的队伍攻坚克难。 如何确
保承担的任务一次成型、 一次过
关 、 一次成优 、 一次开通 ， 同
时 ， 保障整个团队始终人人安
全、 处处平安？ 这既需要运筹帷
幄，又必须毫厘较真。

“干好接触网 ， 一个是明
‘电’；一个是知‘力’。电，看不见、
摸不着、 惹不起， 这就好比人的
精气神 ， 运用恰当事半功倍 ；
力， 化无形为有形， 讲究力道、
火候和时机。”

对于保障好即将开通运营的
京津冀区域内这条轨道交通大动
脉， 刘松涛信心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