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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就会有
隐患产生， 就会有风险。 我的工
作就是帮助集团下属各个公司规
避风险， 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
重视程度。” 1989年出生的王鑫
田现任北京天恒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 工作
中， 他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
扎实的工作作风， 秉承 “大概率
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的工作思
路， 高质量完成安全管理体系建
设， 制定垂直化、 专业化、 网格
化管理机制。 先后编写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手册， 使得
安全管理工作紧密衔接、 有序推
进 ； 牵头开展安全生产综合评
估， 形成了7大类809项评估表 ，
使得安全检查清单化、 数据化、
差异化。

创新管理体系
组建百余人的安全管理队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先要
把圆画出来， 才能在这个范围内
更好地执行。” 王鑫田2019年初
来到安全生产办公室后， 第一件
事就是着手完善安全制度体系，
组织编制、 修订企业安全管理制
度及应急预案， 细化管理体系，
做到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有章
可依、 有据可循。

基础打牢后， 王鑫田开始探
索安全管理新方法和新路径。 他
围绕安全生产工作管理目标， 一
手抓硬件建设 ， 一手抓软件建
设， 建立规范了一企一档安全生
产管理台账， 组建了安全条线垂
直管理体系。

“组建垂直管理条线简单来
说， 就是重新组建起一支100多
人的队伍， 其中有专职安全管理
员和兼职安全管理员， 这就是我
们企业安全管理的关键少数， 会
带动绝大多数。” 王鑫田解释说，
由于集团涉及的业态多， 隔行如

隔山， 把垂直管理条线建立起来
后， 各个安全员能够在各自的业
态之内发挥作用， 通过垂直条线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更加便于
日常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此外， 在打造光源里棚户区
改造项目5G智慧工地创新解决
方案过程中， 王鑫田协助建设包
括视频监控 、 PM2.5数值监控 、
扬尘和噪音监控等在内的智慧化
手段。 通过这一智慧化手段， 可
以对现场环保、 安全、 质量等进
行全方位智能监测， 对工地实施
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数据记录，
实现动态预警， 可以及时发现并
整改问题隐患， 全面提升工程安
全管理水平。

在多种安全管理手段下， 百
万庄北里居民住房改善项目A地
块获评北京市首家 “绿牌工地”。
“获奖是对自己工作付出的正反
馈， 可以看出此前的体系建设、
制度建设等工作是非常有必要

的， 正在逐步显现出成果。” 王
鑫田说。

用数字量化风险
实现安全生产动态评估

“在检查时，A项目可能被检
查出10个隐患，B项目也有10个隐
患， 但简单的数字并不能体现项
目的管理能力， 因为A项目可能
只存在一般隐患，而B项目可能存
在重大隐患。 ”随着集团安全管理
工作的深入开展， 王鑫田发现自
己缺少一个更有力的抓手。

基于这样的考量， 从2021年
初， 王鑫田开始推动安全生产综
合评估 ， 使检查清单化 、 数据
化、 差异化， 打造具有特色的动
态管理机制。

前期， 王鑫田用一个月的时
间对相关法律法规、 实施办法、
规范规程等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学
习。 随后又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深度走访下属的40余家实体生产
经营单位， 调研每家单位的个性
化安全管理情况。 最终， 他将调
研出的风险点进行量化， 形成了
包含7大类、 809项的评估表。

“在调研的过程中， 我主要
考虑的是适用性。 我们有建设项
目、 商业综合体、 酒店、 养老院
等不同业态， 每个业态的标准、
规范规程都不同， 但其中又有相
似的地方， 这就需要在设计时统
筹考虑， 把每一项归到相应分项
的表格中， 打出来的分数也能获
得集团下属各单位安全负责人的
认同 。” 王鑫田进一步解释说 ，
比如建设工程和商业大厦， 一个
是在建的工地， 一个是白领进出
的写字楼， 在安全管理上有极大
不同， 但双方都有消防安全管理
这项工作。 集团可以在这一专项
内容上， 对两家单位进行评比，
根据评估表逐项进行检查， 打出
来的分数代表的就是管理效果。

在使用上， 检查人员只需要
按照评估表逐项查看并给出分
数， 就能完成一次安全管理上的
深度体检。 这不仅仅便利了检查
者进行差异化的重点监管， 各个
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也相当于有
了一本操作 “手册”。 如今各个
现场的安全隐患大大减少。

“以前去检查， 有人觉得你
是不是又来挑毛病了 。 其实不
是， 我们是在督促各个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提高整体安全意识和
重视程度 。” 王鑫田告诉记者 ，
评估表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还
将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修改 、 调
整， 力求能够更加精准反映出现
场的实际状况。

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让“保安全”深入人心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
绩， 但安全管理没有终点， 我们

需要向更加精细化的目标迈进。”
在安全管理方面， 王鑫田创新应
用了安全生产专题例会与安全生
产专项培训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坚持不懈地进行安全文化理念引
导， 使 “保安全、 保稳定” 成为
干部职工的共同追求。

王鑫田深入推进安全文化建
设， 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职工安全生
产意识， 把 “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 ” 的方针宣传到位 、 落实到
位。

在运营管理方面， 他提出了
安全就是发展、 安全就是效益的
管理理念， 始终坚持以安全文化
为切入点， 在集团积极营造安全
文化氛围， 形成了良好的舆论导
向。 在工作实践方面， 他切实抓
好广大职工的思想意识和操作能
力， 把安全工作融入年度绩效考
核中。 “靠制度管人， 按程序办
事” 的标准更加规范。

同时 ， 他严格履行岗位职
责 ， 不断创新安全生产管理模
式， 结合市区及区国资委有关要
求， 引入北京市注册安全工程师
事务所， 协助做好安全评估及咨
询工作， 全面开展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的建设工作。

工作以来， 王鑫田以创新的
理念 、 良好的作风 、 精湛的技
能、 精细的管理、 周到的服务，
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2019年荣
获西城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突出个人称号。

“安全管理工作确实挺辛
苦， 需要极强的责任心、 沟通能
力和抗压能力， 不能有丝毫的侥
幸心理。 要让大家理解我们是来
帮助大家降低风险、 服务和保护
大家的。” 王鑫田说， 未来 ， 他
将继续立足基层， 率先垂范、 走
在前沿， 以实际行动践行安全生
产管理的重大职责。

让“保安全、保稳定”成为职工共同追求
———记北京天恒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王鑫田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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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 捧
起了金饭碗， 十年间收入增长了
近20倍。 我们村的村民切身体会
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
正含义。”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彭兴
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村民能过上好日子， 离不开党的
好政策， 离不开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带来的美好成果。

当彭兴利以党的二十大代表
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里， 听到习

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乡村振
兴等内容时， 他在脑海中回想着
10年来村里的发展变迁： 那个曾
一贫如洗、 居住环境差、 村里人
都外出谋生计的小山村， 如今已
是民俗民宿产业发达、 村居村貌
焕然一新、 村里人争相回来做生
意的生态、 文明、 美丽乡村。

彭兴利带领村民依托当地优
美的自然环境， 治理村里环境，
发展民俗民宿旅游。 他发挥党员
带头作用 ， 修盘山道 、 翻修河
道， 什么事都率先干、 带头干。

如今， 荒地成了公园， 3000米的
登山路成了网红打卡地， 大受城
里游客的好评。 2019年， 中榆树
店村还被评为 “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彭兴利兴奋地向记者介
绍， 过去到城里打零工、 当小工
的村民们都回来了， 年轻人也回
来了。 10年来， 全村旅游经营户
增到65户， 其中有8家精品民宿、
20余户市级民俗院， 村民年均收
入增长近20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等内容。 彭兴利在学习过
程中深受鼓舞， 他表示将及时把
党的二十大精神向村里的党员和
群众传达。 对于未来的工作， 他

说， 将围绕中榆树店村民俗游精
品化发展工作， 大抓生态环境治
理， 拓宽民俗经营思路， 持续推
动村民增收。

带领村民“吃上生态饭，捧起金饭碗”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党的二十大代表、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
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彭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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