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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的研究

黎 建 民
(四川嘉陵江新政航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仪陇　６３７６７６)

摘　要:国家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在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以下简称双重预防机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是面对时代发展新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

产突出问题的积极探索,是一项富有创新性的工作,是遏制重特大事故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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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DualPreventionMechanismofSafety
RiskHierarchicalControlandHiddenHazardsInvestigationandGovernance

LIJianmin
(SichuanJialinjiangXinzhengNavigation&HydropowerDevelopmentCo．,Ltd,Yilong,Sichuan,６３７６７６)

Abstract:Thestate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worksafety．Onthebasisofinvestigationandgovernance
ofhiddenhazards,itputsforwardadualpreventionmechanismofhierarchicalmanagementandcontrolof
safetyrisksandinvestigationandgovernanceofhiddenhazards (hereinafterreferredtoasdualprevention
mechanism)．Inthefaceofthenewrequirementsofthedevelopmentofthetimes,thedualpreventionmechaＧ
nismisanactiveexplorationtofundamentallysolveprominentproblemsinworksafety,aninnovativenew
work,andanimportantmeanstocurbmajorandserious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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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所谓安全管理的双重预防机制,一是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二是隐患排查治理,两者均为安全管

理的预防手段,加在一起就是安全管理的双重预

防,二者是上下承接关系.前者是源头,是预防事

故的第一道防线;后者是预防事故的末端治理.
为什么要开展该“双体系”建设呢,首先,是贯彻落

实国家关于双重预防机制建重大决策部署«安委

办关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

通知»(安委办〔２０１６〕３号)[１]、«安委办关于实施

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

意见»(安委办〔２０１６〕１１号)[２],文件精神要求,
是实现纵深防御、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有效手

段.其次,双体系建设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是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职责之一,是企业安全管理

的重要内容,是企业自我约束、自我纠正、自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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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预防事故发生的根本途径.构建双体系,是
要实现事故的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是安全过程

管理理念的具体实践.通过建设能切实提升企业

安全生产水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新政

航电公司为例,分析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过程及在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初步解决办法.

２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目的

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
红线意识,始终坚持安全发展理念不动摇,着力构

建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

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实现关口前

移、精准监管、源头治理、科学预防,切实提升事故

防控能力,统筹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确保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以确保公司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３　持续关注已建立了双重预防机制的单位情况

３．１　国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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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工作存在地

区差异、行业差异较大的问题.山东省制订出台

了电力行业较为全面的统一建设细则和实施指

南[４],四川省安委会于２０１７年３月出台«四川省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３],该指南重点针对

在省级政府管控层面,市、县政府部门的风险点辨

识清单需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特点进一步完善.
对企业而言,没有电力安全风险分级方面的规范

标准的支撑,推进工作就缺少依据,而没有标准则

无所遵循.从行业来讲,国内在石油化工、煤炭矿

山等高危行业基本建立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四

川省目前在特种设备行业出台了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实施指南,并完善了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防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系统.

３．２　某在川央企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情况

对某在川央企子公司开展双预重预防机制建

设,并对开展情况进行了考察交流学习.该公司

在集团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框架下开展此项工

作,开展过程为:成立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工作小

组,编制了工作方案,采取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

与的风险辨识(第一步)、风险评估(第二步)、风险

分级(第三步)、风险标识(第四步)、排查整治(第
五步)“五步工作法”,有序推进该项工作.该公司

在风险评估与风险分级方面主要采用修正的“格
雷厄姆———金尼法”,即危险性D＝L×E×C×B２

(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

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危险装置影响因素 E、一旦发

生事故会造成的损失后果C、管理抵消因子B２ 分

别分为若干等级,并赋予一定的相应分值;危险程

度D为四者的乘积,亦分为若干等级.针对某种

特定的范围、条件,恰当选取 L、E、C、B２ 的值,根
据相乘后的积得到危险程度D值,并用百分数D１

表示危险程度的级别.)该公司经过评估,将安全

风险分为四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

识.对辨识出来的风险制作醒目的风险告知和警

示标识并张贴或悬挂于醒目位置,同时公示整体

风险分布情况.

３．３　对集团公司内部某危化公司的考察情况

对该公司所有加油站点开展风险辨识,其辨

识、评价、分级等过程完全对照集团公司的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体系进行.成立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

工作小组,编制了工作方案,风险辨识、评估、分

级、标识过程采取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方

式,其 风 险 评 估 采 用 作 业 条 件 危 险 性 分 析 法

(LEC)和管理手段抵消因子的方法.风险等级按

分值分为四级(２０~７０为低风险、７０~１６０为一般

风险、１６０~３２０为较大风险、３２０以上为重大风

险).低风险由基层站点控制,一般和较大风险由

片区控制,重大风险由公司层控制.评估结果将

安全风险分为四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

标识.该公司按照形成的风险管控系统,对基层

进行每月一次风险辨识.每年对梳理出来的风险

点进行一次评审,评审后的清单发到基层岗位进

行公示、学习.最终形成包含风险管控清单、区域

风险卡、岗位应急处置卡、区域风险告知牌、岗位

风险告知牌、隐患判定标准、安全检查表等内容的

一套完整的体系文件.

４　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改

进建议

４．１　实际问题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方案

制订,成立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安排部署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各项工作.通

过对有关单位的考察交流,梳理并提出以下问题:
(１)根据«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

南»[３]风险点分类目录,设备设施类中仅含有电力

设施大项,没有进行具体细分,不便于风险清单的

拟定.措施建议:借鉴某在川央企子公司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细则和实施指南,并结合已有的安全

生产危险点预测预控成果,发动全员根据自身岗

位和工作环境特点对全公司风险点再次进行梳

理,包括通过改造和管控已消除的风险点、技术改

造后和作业环境发生变化后存在新的风险点,整
理并形成一套完整的风险清单.

(２)没有水利电力行业«生产设备设施安全风

险评价标准»«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

南»[３]中具体的评估标准和赋分值,最终的风险分

级结果没有科学性.措施建议:借鉴«山东省电力

公司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４]和考察公司

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成果,结合公司实际编制完

成«生产设备设施安全风险评价标准»,在确定标

准的赋分值后,开展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在此

过程中,建议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即“格雷厄姆———金尼法”,危险性 D＝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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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２.
(３)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是安全生产领域一个

新的提法,公司人员对其接触了解较少,因此,对
于建设步骤缺乏系统的认识.

４．２　措施建议

建议全员参与该建设过程,全面提升大家的

安全意识,具体可参照以下方法进行:

４．２．１　全面进行风险辨识

该公司需根据自身特点,参照相关制度和规

范,制订科学合理的风险辨识评估程序,选用合适

的辨识评估方法,组织全员参与并开展全方位、全
流程的风险辨识评估.同时,也可根据自身需要,
组织专家参与并指导风险辨识评估工作.辨识评

估人员在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工作之前,需做好必

要的准备,即熟悉物料理化特性、生产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功能,分析公司及相关行业公司事故资

料.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一些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懂工艺、懂技术,但
不一定懂风险辨识评估方法,为避免在风险辨识

评估过程中出现偏差或错误,公司可根据风险辨

识评估人员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等,有针对性地

开展风险辨识评估知识培训.公司可根据地理区

域、自然条件、物料材料、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作
业环境、作业活动、人员行为等划分出辨识评估范

围和对象.实施辨识评估、风险辨识评估的方法

很多,大致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公司可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选用适当的风险评估方法.在开展风

险辨识评估时,公司可参照 GB６４４１—１９８６«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T１３８６１—２００９«生产过

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和代码»[５]以及公司编制

的企业标准«生产设备安全风险评价标准»,充分

考虑并分析“三种时态”条件下的危险因素,以确

定安全风险类别及计算风险值.此处的“三种时

态”是指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将来时态.过去时

态主要是评估以往残余风险的影响程度,并确定

这种影响程度是否属于可接受的范围;现在时态

主要是评估现有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否可以使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将来时态主要是评估计划

实施的生产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程度是否在

可接受的范围.总之,风险辨识要全方位、全过

程、全员工参与并精准开展,结合设备评级、电力

设备安全专项监管及危险源评估工作,并针对生

产工艺流程各环节、设备设施、作业环境、各操作

岗位、公司、部门、班组各管理层级,严格参照辨识

标准,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工作危害分析或作业

条件危险性分析法等方式方法进行风险辨识,做
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

４．２．２　科学地进行风险评估

对辨识出来的风险因素可能产生的事故风

险,综合考虑人、物、环境、管理等方面的因素(人
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不安全因

素、管理上的缺陷)科学地评估风险.

４．２．３　精准地进行风险分级并落实分级管控

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
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
四种颜色标示.对辨识、评估出的安全风险进行

分类梳理,综合考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

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确定安全风险分级,并对

辨识、评估出来的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管控,明确责

任部门、责任人和管控措施.

４．２．４　合理进行风险标识

对辨识出来的风险制作醒目的风险告知警示

标识,张贴悬挂于风险地点、部位、相关基层岗位

及其它醒目位置.公司要公示整体风险分布情

况;各部门、各岗位要公布各自的风险等级及应对

措施.同时,要公示各级各岗位的安全责任及履

职考核情况、安全承诺、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等.

４．２．５　有效地进行排查整治

结合风险辨识、评估等工作制定完善的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制定标准清单,明确和细化隐患排

查事项、检查内容和方式,并将责任逐一分解落

实;制定完善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明确公司、
各部门、各班组、各岗位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及不

同层级、岗位隐患排查治理频次、奖惩措施等.

５　结　语

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可以对存在的危险源进

行有效的监管,能极大地遏制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和严重性,对保障公司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公司的

财产损失、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

作.在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时,应与公司实

际相结合,并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

(下转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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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加重违约金的处罚等方

式,将工程违法分包、转包、挂靠,以及分包对工程

质量、安全问题等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４　结　语

我国水能资源总量、投产装机容量和年发电

量均居世界首位,已与 ８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

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系,是推动世界水

电发展的主要力量.身为中国水电建设的亲历、
参与者,笔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依法治企、合法

合规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其中,建
设工程管理中由于分包乃至违法分包、转包、挂靠

等情况带来的诉讼等法律风险长期困扰工程管理

人员.本文立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企业

法治工作实际,对水电建设单位工程建设分包管

理措施、司法救济手段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希望共

同推动水电工程法律风险防范,同时也为类似工

程管理中分包问题的法治防控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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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务工作． (责任编辑:卓政昌)


(上接第１３９页)
标准化相互补充、融合建设;应坚持采用“策划、实
施、检查、改进”的动态循环模式,通过自我检查、
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建立绩效持续改进的安全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长效机制.
公司将不断建立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形成

一套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建设文件.同

时,在集团公司航电板块范围内加以全面推广,努
力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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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滩地下洞室群关键技术荣获岩石力学学会特等奖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在刚刚结束的CHINAROCK２０１９－－第十六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上,由中国三峡

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白鹤滩工程建设部组织申报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地下厂房洞室群岩石力学关键问题及其防控技术»

项目经过初评和会评,从７０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了第十届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的唯一一

项特等奖!

乌东德水电站大坝首个坝段浇筑到顶
１２月２０日晚１１时,随着２号缆机将最后一罐混凝土吊入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大坝１２号坝段仓内,紧张有序的平仓、

振捣、收面、检测等工序相继展开.至此,乌东德水电站工程拱坝首个坝段———１２号坝段率先浇筑到顶,标志着乌东德

水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又将迈入新阶段.按照计划安排,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实现大坝全部浇筑到顶、

２０２０年７月首批机组投产发电、２０２１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的建设总体目标.

胡佐君:水电建设工程管理中分包风险防控的法治手段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