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枚奖章，是对我们通州区所有消防
指战员工作的肯定，我没有做啥惊天动地
的事，就是和同事们一起，尽力把本职工作
做好。”捧着刚领到的 2021 年首都劳动奖
章，刘行行谦虚地说。

从战斗员、班长再到特勤分队长，通州
区梨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刘行行
始终奋战在一线岗位。大到仓库房火灾，
小到草坪堆垛，轮胎冒烟。他永远冲锋在
前，临危不惧，熟练运用手中的装备，充分
发挥抢险救援中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带领
队员出色完成了各类急难险重任务。

10余年来，他先后参加“7·21”北京洪
涝灾害等重大事故抢险救援、“9·3”阅兵安
保长安街一线执勤等任务，荣立个人二等
功 1次、个人嘉奖 6次，获得全国潜水教练
员资格证书，多次被评为“优秀教练员”和

“岗位训练能手”。
现在的“高手”也是无数汗水浇灌得

来的。
2010年12月，刘行行从安徽来到北京

消防部队服役，当时他身材矮小、偏瘦、力
量单薄，先天条件较弱。“想笨鸟先飞，训练

就要比别人更刻苦，不会就学，不懂就问。”
每天早晨五点多，他就准时起床跑步训练，
或脚绑沙袋、或身穿沙背心，一跑就是一个
负重5公里，风雨无阻。

10余年的磨砺，刘行行逐渐成长为一
名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红门精英。他参
加各类灭火救援任务 3000余起，营救被困
人员70余人，两次代表北京消防总队参加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冰面救援培训，并
荣获优秀学员称号，参加各类水域救援 40
余起，营救落水群众30余人。

作为站内特勤分队长，刘行行也是队
友们的模范。针对站内水域救援专业特
色，他带头创新了冰面救援操法。作为

“铁教头”，他多次担任培训队区队长，累
计培训 200 余人。训练中，他采取“一对
一、班对班、帮一帮、拽一拽”的方式“针对
性弱点帮扶”，创新开展“体能五人操”。
在历次结业考核中，他带的消防员成绩都
名列前茅。

每一次着装出发，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每一次警笛骤响，都是血与火的逆行。刘
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青春誓言。

人物：通州区梨
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
队分队长 刘行行

十年练就红门精英
本报记者 陈施君

2021 年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白月是
马驹桥集体林场工会委员会办公室主管。
她也是镇里“‘接诉即办’最美办件人”。

规范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处理流程，
接到投诉工单，2小时响应、24小时内解决
……自打去年 5 月接手市民服务热线处
理，一年来，白月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有力
促进了辖区内12345“接诉即办”工作。

“您好！您反映的绿化养护问题，我们
已处理好，您看是否满意？如果还有问题，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在马驹桥集体林场初
见白月，她刚从公园里查看回来，正忙着打
电话回访。今年33岁的白月文文静静，笑
容亲切，和她相处一阵就会发现她外柔内
刚的一面。同事说，白月身上“有一种不服
输的韧劲”。

除了林场，白月所在单位也管理着镇
域内的公园和绿化。从去年5月开始接手
12345“接诉即办”，白月就琢磨，林场的“接

诉即办”该怎么办？
很快，她接到了一个群众反映：珠江逸

景社区前的绿化带因长期无人管理，行人穿
行、车辆停放，破坏较严重，春天扬尘大，希
望尽快治理。撂下电话，白月第一时间和同
事赶到现场，发现地被确实较少，绿化环境
被破坏。她们一方面及时安排补种地被、安
装木栅栏，保护绿化带，防止人员进入。同
时向林场申请，对该地区进行绿化规划。社
区前不仅很快复绿，接下来一步步的绿化措
施更让居民惊喜，回访时居民非常满意。

快速响应解决带来的良好效应启发了
白月。她开始结合林场实际尝试开展“2
小时响应、24 小时内解决”的工作模式。
为了让诉求人满意，还要求每个工单有照
片、回访满意电话录音双重材料。目前，经
她手办理的投诉工单已达 100 多件，基本
做到诉求满意。今年 1月，白月被马驹桥
镇评为“接诉即办”最美办件人。

两小时响应
24小时解决

本报记者 代金光 通讯员 张铁媛

人物：马驹桥集
体林场工会委员会办
公室主管 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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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

日前，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张
家湾设计小镇的乾日安全科技 (北
京)有限公司的企业技术中心获得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集体全国工
人先锋号的荣誉称号。该中心副主
任李改华就是企业技术攻关核心团
队中的关键一员。

乾日安全科技是一家从事附着式
升降防护平台及建筑安全防护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和施工服务的
专业化公司。通俗点说，这里研究的
产品，就是包括建筑施工脚手架、卸料
平台、顶升平台等在内的一系列安全
防护产品。

“工人先锋号，既是一种荣誉，更
是一种鞭策。我们企业技术中心能够
获得这一称号，应该感谢奉献在研发、
设计、工程、服务一线的所有同事。”得
知企业获得荣誉称号，李改华和同事
们都很激动。很难把眼前这位文静清
秀的女士和建筑行业联想在一起。但
正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李改华带领技术团队，不
断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应用新材料、新
技术、新工艺。

2011年 1月 1日企业技术中心成
立，李改华成为其中一员。别小看建
筑外立面的脚手架，这里面的学问可
大了。

“眼下，我们正对爬架的设计计算
力学体系开展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理
论分析、有限元模拟计算及试验验证
等方式，形成一套科学的力学计算体
系，正在编写相关设计计算标准。这
项研究将会有助于爬架市场标准化，
提高安全性，更能满足实际工程需求
……”她揉着连日来因加班而越来越
僵硬的颈椎说。

在李改华看来，一切辛勤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乾日企业技术中心大力
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开发了多
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形成
了以智能全集成升降防护平台、集成
式电动爬升模板系统、装配式建筑自
动顶升防护平台、大吨位智能顶升造
楼车间系统等为核心的产品体系，填
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成为建筑领域
重要的自主创新科技成果。在爬架设
计计算中，他们还采用与建研院研发
的BIM软件插件，立体建模，自动出图
纸及材料清单，提高了效率及准确度，
这项创新联手在国内还是首次，让全
行业共享了 BIM 系统带来的巨大价
值。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高
层建筑市场中，广受好评。

“我可以骄傲地说，国内 400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 90%都有我们的设计，
天津 117 大厦、广州东塔、中信大厦、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国贸 3期、广西
金融广场等，都用过我们的产品。而
且，我们还参与了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潞城镇棚户区改造的安置房项目用的
就是我们的产品。”李改华说。

在她的带领下，乾日安全科技目
前已拥有软件著作权 11 项，专利 68
项，其中发明专利 6项，还参与编写了
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
全技术规范》。同时还获得“最具成长
性、科技创新性班组”“科技创新先锋
团队”“自主创新成果一等奖”等多项
荣誉。

科技助力
建筑安全防护

本报记者 张丽

人物：乾日安
全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副主任 李改华

工程安全
管控“考官”

本报记者 刘薇

多面能手
本报记者 张丽

人物：中铁建设
集团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01标段项
目总工程师 瞿天亮

位于东六环附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各种工程机械架设铺装，工
人们忙碌穿梭。这项超级工程正在紧张地压茬推进中。

在巨大基坑边，中铁建设集团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01标段项目总工程师瞿天亮脚步匆匆。从去年
8月进场施工，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百多个日夜。

“干我们这行的，哪有节假日一说？只要工程不停，
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停。”昨天早上刚7点，瞿天亮就戴上
安全帽，从办公室走向工地。盒尺、图纸、手册，拿上标
配“三件套”，开始巡视施工现场。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
课之一。

在钢筋焊接点，瞿天亮像考官一样停下脚步，俯身
仔细测量钢筋焊缝长度，“抽查考试”。“这个焊缝长度不
能小于钢筋直径的10倍。钢筋笼焊接质量绝不能有丝
毫马虎，必须好好检查一下心里才踏实。”他边说边记录
下测量数据，当场核验。

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有何新发现的问题？头天
交代的事情落实没有？周边的环境和条件对后续施工
有无影响……每到一处，瞿天亮都会与施工人员沟通，
从施工安排、进度到安全施工规范，事无巨细。“工程安
全管控没有捷径，就是‘三多’，多看多走多问，总能发现
问题。”瞿天亮说。

城市副中心站项目是“超级工程”，属于超大超深地
下工程。目前01标段正在进行地下连续墙施工，钢筋笼
最重达 79吨，施工过程中的钢筋笼吊装的安全风险很
大。吊点计算选取、吊车协调配合、吊装空中转换……每
一个细节都在瞿天亮的脑子里复盘过无数回。为了确
保万无一失，他又组织专家对吊装开展论证。

作为 01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除了负责组织施工技
术安全质量交底，检查、指导、督促施工方案等，瞿天亮
还要编制施工技术和安全方案，开展科研创新等。

这不，前不久他带领科研团队一起研究声污染防治
措施，目前已制定多个方案，其中包括研发“液压静力出
渣钻头”和“斗齿离心半合钻头”，通过液压排渣和单方向
离心旋转排渣方式降低噪音。“目前我们正在立项并对接
厂家，研发成功后可于下半年投入使用，减少噪音。”

虽然千头万绪，但瞿天亮仍保持一贯从容，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他说：“我们每天看着项目能够保
质保量推进，心里别提多开心了。这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份责任和成就。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争取早日完成这座亚洲最大的交通枢纽。”

明天就是“五一”国际
劳动节。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中，各个岗位的劳动
者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他
们 用 汗 水 耕 耘 着 这 片 热
土。在劳动节前，城市副中
心的一批劳动者和企事业
单位分别荣获 2021 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
锋号荣誉称号，2021年首都
劳动奖状、奖章和北京市工
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同时，
还有更多劳动者都默默无
闻地战斗在劳动一线。在
这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向
所有劳动者致敬。

人物：北京四
环制药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王祖兴

初见王祖兴的人很容易被他的热情感染，电话接个
不停，手边的备忘录上更是将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安
全总监兼任办公室主任的他总是风风火火，将偌大一个
公司的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前一阵子，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
设计小镇及周边区域被纳入北京自贸区国际服务片区，
我们正好想在设计小镇做生物医药科技园，这些天一直
在赶方案。目前，已有3家企业有意落户。这既和自贸
区的定位相符，也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按照规划，3年后
这个生物医药科技园的产值和利润将是我们四环制药
的三倍还多，对副中心的税收也很可观……”说起未来，
王祖兴眼里有光。

“五一”前，2021年首都劳动奖和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评选结果揭晓，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四环制药有
限公司安全总监王祖兴荣获2021年首都劳动奖章。

荣获首都劳动奖章，这份殊荣在四环制药公司是企
业成立20多年来的头一份。已经59岁的王祖兴虽然年
近花甲，但工作激情和满腔干劲儿不减，提起他，同事齐
齐竖起大拇指。

因为卓越贡献，今年王祖兴还荣获四环20年功勋奖。
一份份荣誉背后，是王祖兴20多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
干机械技术出身的王祖兴转行后，逐步练成了多面

能手。
医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重如泰山。自觉学习意识很

强的王祖兴努力考取了北京市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主抓
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通过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
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大幅提高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同时，他还注意到，工厂环境管理不应仅局限于工业“三
废”处理，绿色低碳发展更为重要。针对之前公司一直使
用的燃煤锅炉，他提出清洁能源改造的建议并积极践行。

“我们立即行动，克服一系列难题，最终将原燃煤锅炉
全部升级改造为燃气锅炉，同时还完成了燃气锅炉的低氮
改造以及添加燃气报警系统等，不仅为公司节省资金，更
保护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水蓝天。”王祖兴自豪地说，
2019年，该企业被评为北京市“绿色工厂”示范企业。

锅炉升级改造、危险化学品储存间整改……一项项
困难工作都凝结着王祖兴辛勤的汗水。

“巧手”王祖兴还利用自己机械技术的优势搞起了
创造发明，新型消防水池、污水站调节池管道、锅炉更换
地沟排污管、换热机组清洗装置、脉动灭菌柜内室排水
疏水阀……他作为共同专利人先后获得的 5项实用新
型专利也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技术推进器。

如今，王祖兴还被聘为通州区安全协会讲师、北京
市防雷减灾公益科普宣传专家等，先后在于家务、永乐
店、西集镇、潞城镇等乡镇进行安全授课，参与义务安全
宣讲。这位老党员用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工作态度不
断实现着人生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