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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论水电企业安全生产的标准化管理

潘　宏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工作，适应电力行业安全发展、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从“两层级”着眼、“两化法”着力、“四要素”着手，将标准化工作全

面应用于水电企业安全生产全过程，才能取得良好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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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安全生产标准化是指通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标准体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标准要求，持续改进

标准化工作机制，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机、环、管处于

良好的状态和最佳匹配。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是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必要途径，是夯实安全

生产基础的长效机制，是有效防范事故发生的重

要手段，是提高质量效益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企

的重要保证。下面，笔者结合大渡河公司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情况，对水电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的实践和应用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

１　着眼“两层级”

“两层级”是指企业的两个管理层级，即管理

层（包含决策层）和执行层。就是立足企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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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从管理的职责着眼，围绕“管理层如何

做正确的事”和“执行层如何正确做事”推进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１．１　管理层标准化

管理标准化，就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

制的标准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战略合法、战术

合规、机制高效、程序优化，确保企业在安全生产

中“做正确的事”。管理层的标准化主要是解决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手

册，并保证管理手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水电

企业安全生产的规程规范和客观规律；二是优化

完善安全生产程序文件，为生产活动提供安全高

效的行动标准。具体方法就是要针对水电企业的

生产任务、工艺流程、危险因素，明确和细化水电

企业所有生产活动的行动标准。

（１）水电企业的生产经营规律是相对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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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这些客观规律，结合工作范围、工作职

责、作业内容、作业风险等因素，系统分析工作的

必要性、合理性、正确性和安全性，为“作正确的

事”提供决策依据，确保制定的工作目标、工作计

划科学合理。

（２）合理的组织分工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

企业应根据水电的生产流程设置精简高效的组织

机构，运用组织措施，根据工作任务的性质、特点、

技术要求，从人员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专业水

平等方面考虑，调配最优的人力资源组合，为安

全、高效完成生产任务提供坚强的人力保障。

（３）水电企业具有汛期迎峰度夏、防洪度汛，

枯期设备检修等内在因素，也具有特殊时期保电、

突发事件应对等外部因素，应根据这些因素统筹

安排工作计划，减少安全风险的集中度，避免大量

的交叉作业，为生产提供井然有序的安全环境。

（４）企业可通过组织编制作业指导书、检修工

序卡、安全工作程序、设备保养维护手册等程序性

文件，填写人身安全风险分析预控等手段，指导和

约束员工采取规范的作业行为，实现不同的人做

同样的事，达到同样的结果。

（５）“做的怎样”既是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的

落脚点，也是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成效的具体体

现。企业应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质量标准、检

查标准、验收标准，保证每一项工作的结果和预期

目标保持一致，从而防止在生产作业过程中遗留

安全隐患。

１．２　执行层标准化

执行层标准化，就是通过教育培训、监督考核

等手段，提高执行者对标准的依从性，达到知行合

一，确保执行者“正确地做事”。执行层标准化，重

点在班组，主要是从作业程序、生产操作、设备维

护保养、劳动防护、定置管理、作业信息、安全标识

等方面抓好标准化建设工作。

抓好作业程序标准化和生产操作标准化，重

点是根据水电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岗位特

点，按照相关规程和规范编制全过程作业程序

标准，按照安全操作规程编制各步骤具体操作

动作标准，通过加强培训，使每一位员工熟练掌

握相关的作业标准。在企业严格监督考核的约

束机制下，从被动执行向主动执行转变，推进全

员标准化作业。抓好设备维护保养标准化，重

点是根据设备和装置的生命周期，按照技术标

准要求，编制设备维护保养手册，对设备实施及

时、精准的维护保养，从被动消除设备缺陷向主

动消灭设备隐患转变，从而保证设备始终处于

良好状态。抓好劳动防护用品管理标准化，重

点是开展劳动作业安全风险评估，并根据安全

风险评估结果，对各岗位实施劳动防护用品标

准化配置，并监督员工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正确

使用、保管、保养劳动保护用品。抓好作业环境

和定置管理标准化，重点是根据作业环境特点，

按照职业卫生和环境保护标准、定置管理及标

准存放物料、工件、工具，做到安全文明施工。

抓好作业信息标准化，重点是根据生产作业种

类，按照规定的专业术语、指挥手势传递作业信

息，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安全事故；抓好安全标

识标准化，重点是根据危害因素，按照安全设施

配置标准等规范，完善工作场地的安全标识和

警示牌。

２　着力“两化法”

“两化”即“固化”和“转化”，“固化”是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手段，“转化”是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作的最终目的。

２．１　固　化

“固化”是指将安全生产中先进经验、事故教

训等固化为公司安全生产的制度和标准。做好固

化工作，首先是做好先进经验的固化，就是通过成

立安全生产各专业小组，开展安全生产交叉检查，

定期召开专业组会议，分析解决各单位安全生产

的重点、难点，总结经验，提炼亮点，将成熟有效的

经验固化为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其次是做好防范

措施的固化，就是通过定期召开安全生产案例剖

析会，剖析公司系统内外发生的不安全事件，针对

性查找问题和制定防范措施，把共性问题的解决

措施经检验后固化为公司安全生产标准。通过固

化环节，促进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不断丰富和完

善，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的符合性、充分性和

有效性持续改进。

２．２　转　化

转化是指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转化为企业员

工的规范行为，并养成依从标准做事的良好习惯。

做好转化工作，首先是加强教育培训，解决无知违

章的现象。主要是大力开展标准化的宣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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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员标准化意识；大力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全

员“要安全”的意识；大力开展安全技能培训，增强

全员“会安全”的能力。其次是加强反复训练，将

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根据操作规程、作业行

为的管理要求和程序，针对相应岗位的职工进行

反复训练，熟练掌握电气作业、高处作业、起重作

业、焊接作业等特种作业及危险作业的技能，把标

准无偏差地转化为员工的安全行为。再次是加强

氛围营造，精神激励，以文化人。深化公司安全文

化建设，开设“安全文化大讲堂”，利用人们的自尊

心和爱面子的思想，宣扬“遵章光荣，违章可耻”的

理念，纠正“违章不一定出事故”的错误观念，发动

全员“反违章”活动，营造违章可耻、可恨的安全生

产氛围，促进全员依从标准做事的良性循环。最

后是加强监督考核，解决习惯违章、已知违章的现

象。充分发挥监督考核机制，激励好习惯，惩戒坏

习惯，运用２０／８０原则，抓少数、抓两头（好、坏两

种典型），重奖重罚，维护标准的刚性，促进标准不

折不扣地转化为作业行为。

３　着手“四要素”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公司本质安全型企业

建设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均是基于事故原因进行

设计。当“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

“管理的缺陷”两两在同一时间、空间中交叉时就

会发生事故。因此，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重

点是从人、设备、环境、管理“四要素”着手，达到

“减少人员失误率、提高设备可靠性、提高环境安

全性、提高管理严密性”四个方面的成效。

３．１　关注员工　减少人员失误率

减少人员失误率，主要是结合《发电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实施标准》的内容，着

重抓好作业标准化和行为规范化。抓好作业标准

化，就是通过对水电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全过程的

作业进行系统调查分析，把作业的操作程序和动

作进行正确分解，编制作业指导书、检修工序卡、

安全工作程序等程序文件，固化每项工作各个环

节的方法、步骤、流程，为作业人员提供标准的行

动指南，使作业人员按照固化的程序和相同的动

作进行流水线式的作业，实现不同人员在不同的

地方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结果。抓好行为

规范化，就是把安全生产标准转化为员工作业行

为的过程，是对员工行为管理水平高低的体现。

只要把教育培训、反复训练、营造氛围、监督考核

持之以恒地抓细抓实抓好，员工就会养成依从标

准做事的良好习惯，行为就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

安全。

３．２　关注设备　提高设备可靠性

提高设备可靠性，一是抓源头管理，做好设备

建设标准化；二是抓运行管理，做好设备运行标准

化。抓好设备建设标准化，就是充分利用公司“建

管合一”的管理机制，电力生产专业人员提前介入

电站机电设备的设计、选型、监造、安装、调试等环

节，把《发电企业安全性评价》、《重大事故预防措

施》等各类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落实到建设过程中，完善设备容错运行、安

全闭锁等功能，抓好设备制造、安装质量管理，从

源头提高设备可靠性。抓好设备运行标准化，就

是采取设备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标准化维护维修，

保障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具体做法：一是开展设

备功能失效分析，按照分层分级、分系统、分元件

等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功能失效分析，并将分析结

果运用于设备维护维护策略、检修技改策略；二是

完善设备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根据设备运行参数，

评估设备健康状态。然后根据设备功能失效分析

结果、设备健康状态评估结果和设备固有的生命

周期，实现设备状态检修和标准化检修。

３．３　关注环境　提高环境安全性

企业安全生产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

境。内部环境的安全性，企业应采取主动控制；外

部环境的安全性，企业可采取被动防御。提高内

部环境安全性，重点是从内部环境的硬环境和软

环境两个方面实施标准化。硬环境标准化包括安

全设施、职业危害、环境污染等内容，通过治理、改

善、监测、防护等手段，提高硬环境的安全性。软

环境标准化主要包括安全氛围，通过安全文化建

设提高软环境的安全性。提高外部环境安全性，

重点是从外部环境的自然环境和活动环境两个方

面实施标准化。无论是自然环境存在的安全风

险，还是外部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本企业的安

全风险，企业很难从源头和根本上去主动消除或

控制，但是可以分别通过监视监测、转移隔离等手

段进行被动防御，最大限度提高对外部环境风险

的防御能力。

（下转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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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基础处理、机组安装等具体指标），评标前选

择行业内最具经验的评标专家，以上诸多举措意

在为潜在投标人搭建公平有序的竞争平台。

由于招标工作的科学慎密，安谷工程引入的

主承包商均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在施工高峰期，占据中国电建施工版

块近半壁江山的七家水电工程局陆续加入了安谷

施工大会战，在绵延２０ｋｍ的工区内，各大承包

商的车流、人流、物流释放出强大的聚集效应，一

度创造出月均开挖总量连续超过４００万 ｍ３ 和厂

坝单月常态混凝土浇筑持续超过１０万 ｍ３ 的电

建奇迹。

３　结　语

安谷水电站是中国电建在国内投资建设并营

运的最大水电项目，招标项目繁多、专业性强且时

间跨度大，建设业主创新招标管理机制，践行“三

为”理念，通过有序合理分标、优化招标时机、建立

沟通协作机制等多种措施，使招标工作科学有序

地推进。该工程已于２０１５年８月全面建成投产，

比设计工期提前近四个月发电，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者简介：

高　杰（１９８３），女，河北河间人，管理学硕士，工程师，中国水电

建设集团圣达水电有限公司计划合同部副主任，主要从事

水电工程招投标、技术经济管理工作．

（责任编辑：卓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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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４１页）

３．４　关注管理　提高管理严密性

提高管理严密性，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

提高组织严密性，二是提高制度严密性。

提高组织严密性，就是依据标准对“组织机

构”的要求，全面梳理企业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是否

健全，岗位设置是否合理、是否满足安全生产的需

要；各级人员职责是否明确、清晰，是否全覆盖；各

组织机构之间关系是否和谐，配合是否紧密，资源

配置是否合理，机制运转是否高效。通过梳理完

善、补充健全，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组织的严

密性。提高制度严密性，就是围绕制度的符合性、

充分性和有效性实施标准化。一是通过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健全和完善企业安全规章制度，使其

既要符合现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最

低要求，又要符合企业安全生产的实际客观需求，

做到合法、合规、合理。二是在制度符合客观实

际、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通过监督、

检查、考核等手段强化制度的刚性和执行力，保障

制度的充分执行。三是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开展制

度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实施闭环管理，及时发现

制度的缺陷和执行的偏差，及时消缺和纠偏，保障

制度随时有效。

４　结　语

近几年来，大渡河公司通过持续推进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标准体系更加健全，人

员作业行为更加规范，作业流程更加优化，作业

环境更加安全，发电设备长期处于健康完好状

态，企业依法治安的能力持续增强，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水平持续提升，保持了安全生产形势长

期稳定地发展。

作者简介：

潘　宏（１９７０），男，四川乐山人，现就职于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电力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责任编辑：卓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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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建最大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浇筑量过半
５月２９日，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浇筑量已累计达到４０６２９３５．８ｍ３，标志着由公司承建的世界在建最大水电工

程－－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浇筑整体过半。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境内，是金沙江下游

干流河段梯级开发的第二个梯级电站，主坝为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高程８３４ｍ，最大高２８９ｍ，拱冠坝顶厚度１４ｍ，拱

冠坝底厚度６３．５ｍ，水库正常蓄水位８２５ｍ，初拟装机容量１６００万ｋＷ。电站建成后，将仅次于三峡水电站成为中国第

二大水电站，也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共计３１坝段，预计浇筑量为８１０万 ｍ３，计划２０２１年６

月初浇筑完成。２０１９年是白鹤滩水电站浇筑高峰年，大坝工程混凝土计划浇筑２６５万 ｍ３，截至目前，全坝共开２３个坝

段，水电四局所开坝段为６－１８号坝段，水电八局所开坝段为１９－２８号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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