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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加
大淘汰落后产能，建设一流企业，一大批落后设备被关停
的同时，适应市场要求的新项目、产品升级的配套项目，
以及大中修和修配改等项目陆续开工，大量外来单位、人
员、设备进驻，对于治安保卫工作来说压力倍增，重点工
程安保成为当前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是笔者就创
新管理，建立一套可复制的、系统化的新型重点工程安保
模式所作的一些思考探索。

一、当前企业重点工程安保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存在局限性，工作前瞻性不

够。没有健全重点工程安保工作的机制和流程、形成配
套齐全、较为完善的工作制度，不能保证各项工作部署的
精准落地和有力执行，难以实现重点工程安保工作的闭
环管理。

2.重点工程服务保障意识不强、参与项目部工作深度
不够。单纯地发挥保卫职能作用，注重事后处理，在事前
防范监督上缺少措施，没有深入工程项目部，不能了解各
项目工地的实际问题，工作目标、针对性不明确，导致协
调解决问题滞后，工作效率不高。

3.保卫内部实战单位之间缺少“互动”，工作合力不
够。保卫部门与相关单位、公安机关缺乏深入沟通联系，
没有形成联勤、联动、联防的合成作战勤务模式，造成工
作成效大打折扣。

二、建立重点工程系统化安保的对策和措施
1.导入全面质量管理，着力提升安保工作质量和工作

效率。针对以往重点工程安保实施过程中方案不完善、
责权不清、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执行打折扣等问题，应
率先在重点工程安保工作中导入全面质量管理，运用
PDCA循环，使安保工作步骤更加条理化、系统化。一是
认真策划（Plan）。①从顶层设计入手，成立以公安、保
卫、业主单位为主要成员单位的重点工程治安保卫工作
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工作的领导。②提前介入，在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把“可防性案件为零”作为工作目标，明确相
关方工作职责，列出责任清单，层层分解落实任务，做到
各司其职。二是有序实施（Do）。①构架重点工程治安保
卫网络，畅通联系渠道，多方位获取信息。②分别与业主
单位、总包方、分包方签署治安协议，缴纳治安保证金。
③派员全程参加项目部工程例会，掌握工程时间节点和
业主单位需求。④保卫部门、业主单位、公安部门共建联
创，强化工程现场治安管控。⑤结合治安形势，适时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三是检查评估（Check）。①建立重点工
程安保工作研判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利用月度治安例
会以及与公安机关打防管控联席会，对工程安保进行研
判，解决实际问题。在工程关键节点上，针对重点进行再
部署。②每月开展由公安、保卫、项目部参与的重点工程
现场治安联合检查，集中排查治安隐患，对整改不力的单
位实施考核、约谈，严格执行失职追责。四是持续改进
（Action）。经验总结，形成标准，推动成果转化，使新型
安保模式能够在其它项目中得到推广应用。

2.实现扁平化指挥，为服务实战提供有力支撑。工程
安保需要全方位的支撑，其中协调、指挥最为关键。为解
决好指挥能力弱化问题，实现扁平化的指挥调度，保卫部
门要以指挥中心为枢纽，纵向减少指挥层级，横向畅通指
挥关系，通过监控、通讯、定位、数据传输等信息化手段，

着力打造一个由指挥中心直接下达指令，调度一线警力，
直接指挥最小作战单元和勤务岗位的“点对点”式的指挥
结构。对指挥中心监控视频、无线对讲等信息化设备进
行技术升级，并应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起
治安信息传递平台，以保证即时信息可以第一时间传送
到指挥中心平台，最大限度地缩短响应时间、提高出警效
率。同时，采取指挥长带班制，每日带队对重点工程现场
进行巡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一些重要警情，确保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指挥，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3.集约用警，充分发挥辖区单位主场优势。随着企业
推进人力资源优化，保卫部门大量减员，工程安保可支配
警力有限。针对这一问题，要从充分挖掘基层单位的潜
力入手，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让辖区单位挑起大梁，全
面负责该项目的日常治安管理工作，为发挥好主场优势，
把有限的安保力量发挥出最大效力。一方面把提高劳动
生产率作为出发点，通过优化劳动组合，扩大岗位专业内
容和范围，提高岗位作业的饱和度，优化整合区域内门
岗、机动力量，实行上下联动、内外联勤、区域联防，确保
警力跟着警情走，以弥补警力不足；另一方面把厂方的评
价作为检验工作优劣的唯一标准，主动融入服务，通过与
工程项目部和业主单位的无缝对接，开展现场办公，“面
对面”“零距离”解决工程安保问题，以提升工作效率和服
务保障能力。可以通过在工程筹备阶段，抽调精干力量
组建治安项目部，与工程建设项目部同频共振，用心服
务，最大程度地满足业主单位对安保工作的需求，及时帮
助协调解决一系列治安问题。

4.合成作战，构筑起重点工程的“防火墙”。为重点工
程保平安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多方力量参与其中，
为此，要联合保卫部门、业主单位、公安机关的力量协同
作战，对重点工程治安实施全方位管控，形成“众人拾柴”
之势。一是加强源头管控。借助公安信息化手段，对外
来施工人员进行身份甄别比对，利用警务通随时进行现
场抽查，并且每周对信息库进行更新，切实把好人员进场
关，将有前科劣迹的人员拒之门外。二是加强现场管
控。采取高频次巡逻、全方位监控，对重点工程现场形成
高压态势，有效管控治安面。同时全天候实施交通疏导
和管制，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三是实施
动态管控。结合治安形势和工程节点，适时组织专项整
治行动，达到宣传动员、预防犯罪，处理一起、教育一片的
效果。四是加强外围管控。坚持以打促防、以案促防，通
过外围摸排，掌握情报信息，排除治安隐患，同时加大侵
财性案件的侦办力度，对各类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有效净
化了周边环境，为重点工程构筑起一道“防火墙”。

三、结语
总之，要通过新型安保模式在重点工程上的应用实

践，达到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确保各项工作部署的
精准落地和有力执行，实现接处警、情报研判、应急指挥、
现场处置、打防管控的一体化运作效果，确保重点工程建
设治安可控。

作者单位：中国宝武马钢集团公司保卫部（武装部）

新形势下国有钢铁企业重点工程安保模式的创新思考
吴 雄

从中秋节与教师节“相遇”，到首个“太空中秋
节”；从四川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到各行各业劳动者
坚守岗位……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人们在
中秋佳节，深切体味团圆思念与家国情怀。

双节“相遇”、太空“赏月”、重建家园

今年的中秋节，“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在朋友圈
晒又大又圆的明月美景，成为很多人庆祝中秋的特别
仪式。

一头连着思念，一头连着感恩。今年的中秋节恰
逢我国第38个教师节，这也是自1985年设立以来，
教师节首次与中秋节重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发
起“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点亮万千灯火，致敬人民
教师。不少地方以夜色为布，以灯光作笔，向辛勤的
园丁致敬。

10日晚，武汉长江灯光秀“上新”中秋节、教师节
主题，皓月与灯光交相辉映，绘就五彩斑斓的月圆画
卷。在浙江嘉兴、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城市地标也
为教师点亮灯光。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纷纷晒出与老
师的合照，写下对恩师的感激。

此外，“天宫望月”成为今年中秋的一大亮点。10
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度过首个

“太空中秋节”。三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全球华人送
上中秋祝福。

与此同时，四川泸定地震灾区群众令全国人民牵
挂。10日，连日下雨的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终于放
晴。工作人员将月饼送到安置点，老师为孩子们准备
了中秋主题活动；在泸定二中临时安置点的“帐篷课
堂”，孩子们捏出彩色的“月饼”。“无论如何，月饼还是

要吃，日子还要过，还要继续
重建家园。”一位村民说。

消费：理性、健康、绿
色为关键词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
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治
理过度包装和“天价”月饼提
出实招。根据此前多部委发

布的相关公告，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被重点监管。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月饼市场运

行总体良好，呈现出“价格更亲民、包装更简约、口味
更丰富”的新气象：高价月饼大幅减少，单价200元以
内的盒装月饼成为消费主流；月饼包装普遍“瘦身”，
豪华包装情况明显减少。

在各电商购物平台，环保包装的月饼礼盒、主打
健康的产品备受青睐。部分餐饮企业推出一系列轻
包装、重创意的月饼。有商家使用环保型纸板、可循
环纸浆制作包装，传递绿色消费理念。

一些老字号以少糖少油为卖点，制作低糖月饼，
不仅在老年群体里受欢迎，也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销
量持续走高。

出游：本地游周边游为主，夜间游火热

9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
表示，我国将坚持科学精准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
在全面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基础上，强化优化一系
列防控政策措施，包括倡导广大群众在本地过节、重
点场所和机构查验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减少不必
要的聚集性活动。“居家过中秋”“非必要不外出”……
多地也发出就地过节的倡议。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日全国公路客运预计
发送旅客175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52万
人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自9
月9日至12日，预计全国铁路日均发送旅客556万人
次。

“早上出城堵，晚上进城堵”在部分城市成为假期
出行常态，进出城道路潮汐式车流现象较为明显。与
此同时，一些市民也选择在市区内度假，不少城市市

内商圈拥堵，交通压力增长明显。
文化和旅游部及各大在线旅游系统数据显示，今

年中秋假期，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用户占较大比例，
近郊游、周边游、微度假、短途游为假期旅游市场主导
方向。

9月12日，某商业平台发布的中秋小长假旅游消
费盘点指出，在低风险地区，本地游及周边游较为活
跃，本地酒店订单量较上月同期增长52%。在本地游
带动下，不少年轻消费者选择带家人和孩子在酒店过
节。

此外，夜间旅游消费成为亮点。文化和旅游部先
后推出两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中
秋节期间，夜间演艺演出、光影秀、赏灯祈福等项目受
热捧。

多个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夜游相关产品预订量较
端午明显增长。不少航空公司也推出“赏月航班”，带
乘客“追云逐月”。中秋节当天，全国计划执行的赏月
航班为1607个，中秋当日夜间航班搜索量和预订量
都实现双位数增长。

文化：电影市场回暖，中秋晚会唱响家国
情怀

上半年，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影
响。6月以来，电影市场逐渐回暖。

中秋节期间，12部新电影陆续上映，竞争激烈。
今年的中秋档新片覆盖喜剧、家庭、爱情等题材，为观
众带来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9月12日，中秋档票房已突
破3亿元。同时，中国电影市场2022年度总票房已
突破250亿元。

近期，一些城市的电影院陆续开放。国家电影局
也推出一系列电影消费促进措施。业内人士认为，一
些影片的优异表现及更多供给将为电影市场恢复带
来契机。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更为期待国庆档的表现，

“热度有望进一步延续”。
“共赴秋晚，同享团圆”。另一热度颇高的话题是

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三个篇章围绕
中秋佳节的“月文化”设题，既有悠久的节日习俗，也
有浓郁的乡愁思念，更有暖暖的家国情怀。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12日发布的2022年中秋假期文
化和旅游市场情况显示，中秋假期，各地文化和旅游
系统发挥自身优势，丰富市场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消费需求。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2022年中秋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7340.9万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86.8亿元。

本地旅游成为主流。中秋期间，探亲访友、户外
休闲、近郊旅游、乡村旅游是游客出行的主要类型。
途家民宿发布的出游报告显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
乡村民宿订单占平台预订总量的比例超过五成。飞

猪发布的中秋小长假旅游消费盘点显示，本地游及周
边游较为活跃，本地酒店订单量环比增长52%，露营
订单量环比增长超4倍。

特色农庄、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成为假期游客
的重要游憩去处。上海海昌海洋馆、广州长隆野生动
物园、济南动物园吸引了一大批亲子游家庭。

都市夜游亮点突出。杭州西湖、广州珠江、上海

黄浦江、南京秦淮河等城市夜景观光热度持续走高。
张家界九歌山鬼景区、襄阳唐城景区、台州温岭景区、
西湖西溪景区等开启夜游模式，结合民俗活动吸引了
大量游客。江西景德镇高岭中国村、北京黄花城水长
城、安徽西递村以夜宿为主题，将中秋赏月与特色文
化相结合，营造诗意栖居氛围。

据人民网

国内旅游出游超七千万人次

月饼作为这个小长假必不可少的节令食品，过了中秋
就不再拥有“明星光环”，据了解，月饼早在中秋节当日就
遭甩卖。节日过后，剩余的月饼从超市中“一夜消失”，被
退回厂家，作进一步处理。

超市：中秋午后月饼已开始忙着撤台

“昨天就都撤了，现在已经开始摆别的货品了。”位于通
州区的物美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原本摆放月饼礼盒的位置已
经换上了日用品。数天前，这个位置还堆满月饼礼盒，还有
来自不同品牌的促销人员。而就在这个小长假的第一天，也
就是中秋当日，中午一过，这里已经开始忙着撤台了。不仅
是这家超市，多家超市都没有再发现月饼礼盒的踪迹。

“中秋当天下午还来买月饼礼盒的太少了，很多厂家
这天就会来收没有卖完的货了。”一位超市销售人员说。
一些月饼生产厂家还选择“就地甩货”：有的礼盒装买一送
二，有的则是拆了盒当成散装的销售，还有的直接捆在同
品牌的商品上出清。

厂家：退回的月饼要损坏外观

那么，这些退回来的月饼，又被如何处理了呢？
据悉，被退回给厂家的月饼，厂家有的会分发给员工，也

有的会捐给一些福利机构。不过，如果是临期月饼被拉回工
厂，包装可能还会被回收，但是月饼本身可能就会被“处理”
掉。“走报废程序，会先把外观损坏，避免回流到市场。然后
由专门的公司收走，拿去做饲料”。也有糕点生产厂家表示，
公司会在第三方机构监督下，对临期月饼进行销毁。

为了避免月饼有大量剩余的情况，虽然只有不到两个
月的销售期，不少月饼生产企业却要做近半年的“功课”。

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每年月饼季，不论
是自有品牌还是帮客户定制，都是按照前一年的销售量，再结合市场
行情来定制产量。有的企业当年3月份就开始探市场，定生产计划。

消费者：花样百出处理剩余月饼

不过，记者也发现，中秋过后并非所有月饼都从市场上“一夜消
失”。在盒马，糕点区域还有现烤的鲜肉月饼，以及冻在冰柜里的海
盐冰皮月饼。在一些中式点心铺里，还有现烤的月饼在售。

“与其说是月饼，不如说是一种点心，你叫它糯米糍也行，叫它鲜肉
饼也行。”一位顾客表示，喜欢吃是因为口味，跟它是不是节令食品没关
系。而商家也表示，这类商品一般会中长期供应。“去年鲜肉月饼就卖
到了11月份，是因为天气太冷，影响口感才暂时撤下这个品种的。”

营养专家范志红表示，月饼可以直接作为早餐的主食。如果觉
得过甜过腻，一些传统口味的广式月饼，如莲蓉、五仁、枣泥、豆沙等，
可以打豆浆时一起放入打浆机，做成风味豆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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