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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上岗前先体验“惊魂一刻”
青山长江大桥公司用“多媒体箱”作安全培训
武汉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巡礼（11）

安全生产寄语
公司要发展，必须保安全。 生命
至上，保证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是公司
的头等大事。 坚守安全红线，没有任
何商量余地。
——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建设有
限公司总经理 付晓鹏

45岁的鲁高松是青山长江大桥项
目的建设工人，负责高空模板作业。 他
文化程度不高，谈到安全生产却说得头
头是道。 他说，公司的安全培训，有的像
看动画片，有的是亲身体验，一点也不
枯燥。

安全体验馆里学“安全”
去年3月， 鲁高松刚到青山长江大
桥施工现场，公司就要求他通过“多媒
体安全培训工具箱”培训。
这个箱子外型像个微型电脑，培训
者通过二代身份证或者指纹登记，还要
打考勤。 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各类安
全培训课件， 而且都是用动画片的形
式，比看书学习更容易理解。 培训完后，
他使用答题器进行线上考核，通过了才

责编 李小娟

工人们在进行安全帽撞击体验
能进场施工。

体验馆里体验事故过程
项目部在工地上设置了安全教育培
训体验馆，面积350平方米，根据项目特
点，安排了高坠、触电等12项体验内容。
在这里，鲁高松亲身感受到了从高
处洞口坠落的惊魂一刻，体验到了触电
后麻麻的感觉，经历过安全帽被坠落物
撞击的异样，还学会了如何对工友进行
心肺复苏急救，如果按压部位和频率不
对，仪器就会亮起红灯。

鲁高松深有感触地说：“知道下面
有海绵垫不会受伤，但从高空突然掉下
去的那一刻，还是很紧张，更加懂得生
命的可贵和安全的重要了。 ”
除了多媒体培训箱和安全体验馆，
这里的安全培训方式还有不少：安全书
屋、安全驿站、安全文化墙，每人还免费
发放安全生产口袋书。 本月还要组织开
展现场观摩会、经验交流会等活动。

手机APP上管理“安全”
青山长江大桥建设有限公司安全

美编 易顺清 校对 汤红彬

市全民创业服务指导中心举办
“创星计划——
—如何成就大学生的创业之路”公益活动
6 月 12 日下午， 由武汉市全民创业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武汉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指导，武汉市全民创业服务指导
中心、武汉市创业天使导师团、武汉创业
服务联盟主办，武汉创星汇科技园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的
“
创星计划——
—如何成就大
学生的创业之路”公益活动举行。
本次活动是武汉市全民创业服务
指导中心举办的创星计划系列公益活
动之一。 活动特别邀请拥有 12 年资本
市场经验，开创了初创企业互联网投资
银行， 武汉帮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梁
开来担任主讲嘉宾。
随着我国不断走向转型化进程以
及社会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剧，创业逐渐
成为在校大学生和毕业大学生的一种
职业选择方式。 在创业之际，很多大学

生经历不足，经验不够，还需要成功的
企业家们给以正确的引导意见。 活动现
场， 梁老师从大学生创业之路的优劣
势、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导、大学生
自主创业的具体实践三个方面进行了
详细地讲解。
活动结束后， 参会学生们纷纷表

武汉市全民创业服务指导中心活动预告
主题：智能制造和创新创业研讨
内容：1、参观武汉船舶职业技术
学院
2、 分享智能制造相关信息和创
新创业实践
3、 创新型科技企业互动交流与
供需对接
■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周四）14:30—17:30
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月湖街铁桥
南村 2 号（武汉船舶技术学院）

平安人寿启动“千城万区公益行动”
武汉晚报讯 6 月 10 日， 中国平安
人寿董事长兼 CEO 丁当走进武汉市中
心社区， 作为特邀代理人筹集 1000 本
书，号召社会各界一起捐书给乡村少年，
这也标志着“千城万区公益行动”暨平安
人寿 23 届客服节全面启动。
据 了 解 ， 今 年 ， 平 安 人 寿 整 合“幕
天捐书” 公益项目与客服节的优质资
源，号召百万代理人走进 1000 个城市
的 10000 个社区，推广阅读，为乡村少
年募集千万册图书， 以响应国家精准

示，本次讲座使初创大学生学到了必要
的创业知识和技能。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的院长表示，市全民创业服务指导中心
主办的创星计划系列讲座搭建了在校
同学与创业导师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同
学们传授创新创业经验，提供学习交流
机会。
（王美黎）

扶贫号召，助推平安三村建设工程的落
地。
丁当近日发出内部倡议，呼吁“坚信
阅读的力量， 用阅读连接每一颗想知道
的心”“走进城市，深入社区，借助于平安
人寿的优质网络资源和百万代理人队伍
的专业能力， 致力于促进社区阅读良好
氛围， 致力于城市闲置图书向贫困地区
乡村学校的流转， 用阅读连接父母与子
女，连接城市与乡村”。
（邓院发）

主题：坚持与格局一样重要
内容：1、创业者格局要有多大？
2、创业路上，坚持的意义
3、案例分析
■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周四）：14：30- 16:00
地点： 武汉市 洪山 区 书城 路 170 号
SBI 创意大厦 2 楼会议室
在线报名：http://www.027cfw.cn
咨询电话: 027-85316798
联系人:王美黎、丁俊涛

主管田科军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上
的现场管理系统。 上面一则消息显
示：
5月21日，他在工地巡视时发现跨
乙烯管廊桥上的钢板梁上留有直径约
30厘米的孔洞， 人不小心踩进去很容
易发生危险， 施工人员只是简单地在
上面铺了一块活动的盖板， 隐患依然
存在。
他当即在APP系统上发布整改任
务，并将位置、事由、照片等信息发给了
施工方及监理人员， 要求限期整改，整
改到位前附近位置设有警戒线，不允许
开工。
施工人员收到任务后，专门设计了
一个金属盖板，类似井盖可以卡在孔洞
上，不会移动。 次日，工人就把加工好的
盖板安装到位，并把照片发回给安全主
管。
田科军说，公司建立的项目微管平
台， 每天都可以发布各种安全任务，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防患于未然。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建设有限公司
负责武汉市四环线青山长江公路大桥
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他们采用形式多样
的安全培训和管理方法，确保青山桥项
目的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今年初，公司
荣获武汉市2017年度安全文化建设示
范企业称号。
撰文/齐翔 郑文华 周平高 汤天明

安监风采

理财
全国大学生金融
创意设计大赛正式开赛
武汉晚报讯 工行主办的
2018 年“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
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已于近日
正式启动，凡全日制各类高等院
校在校中国籍学生都可报名参
赛，最终大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
直接进入工商银行工作。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赛将于 6-9 月在全国各大高
校开展，鼓励在校大学生围绕金
融热点领域、 金融科技技术、金
融场景设计等方面提出具有价
值的、可实施性强的创新创意。
本届大赛的具体报名方法和参
赛要求等详见大赛官方网站
（http://icbc.threestudio.cc）、 大 赛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微 信 号 ：
golden_idea）、 工银 e 校园 APP、
工行融 e 联 APP、 工行融 e 行
APP。
（张卫）

湖北交行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武汉晚报讯 交行湖北省分行
近日透露，截至 5 月末，该行小微贷
款余额较年初净增 14.3 亿元。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吸纳了大量城镇人口就业，
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交行湖北省
分行多措并举， 千方百计做好小微
企业的融资服务工作。
一、 根据小微企业不同的成长
阶段和发展特征，创新金融产品，拓
宽融资渠道。

二、 立足于中小微企业区域分
布特点， 做好全省一体化金融服务
工作。
三、以政府产业导向为依托，利
用金融杠杆，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绿
色发展。
四、贴近小微企业听需求、听呼
声，通过召开“融资难、融资贵”银企
座谈会、 推行限时服务承诺等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张励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