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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the sca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business expanded unceasingly.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exposed that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domestic HSE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HSE management mo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HS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oil & g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based on Namibia oil tanks and pipelines construction project, it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in practice, comes up with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achieve integr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advanced H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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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企业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也逐渐
暴露了国内现有安全管理模式与国际先进安全管理模式的差距。分析了国际油气建设工程目前HSE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依托纳米比亚油储罐和管道建设项目，在实践中
总结相关经验，提出改进措施，以实现与国际先进安全管理理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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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承包的工程多数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油气管道和油储罐等工程建设也越
来越多。国际工程项目的业主以及项目管理团队对于工程的 HSE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管理要求较高，
HSE 表现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形象和未来的市场。因此，HSE 管理在国际工程项目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研究分析了国际工程 HSE 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依托纳米比亚油储罐和管道建设项目对其
提出管控建议和提升措施。

2. 国际工程 HSE 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
工程项目中对各种类型作业及各个工序作业都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安全要求，尤其是高危作业，如受
限空间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等，在方案审核之初就对该类作业的安全措施做了详细描述，开工前
也会有交底。尽管如此，在现场实施过程中受客观环境限制或者由于主观因素等还是会导致部分安全措
施落实不到位。

2.2. 人员意识能力亟待提升
部分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不能与国际工程中的高要求、高标准相适应。① 工作中存在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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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捷径的想法，不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规范作业，严重违章作业时有发生。② 部分员工对安全培训和交
底不够投入，对相关安全要求不熟悉，不自觉地就出现了违章行为。对承包商的 HSE 管理绩效产生不良
影响。

2.3. 现场标准化管理和规范化管理存在差距
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完整性是安全管理的一个重点，也是现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设备旋转部
件的防护罩经常遗失或损坏、大型设备倒车警报失效以及临时配电箱的接地不合格等。同时，在现场的
文明施工和目视化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多的问题，施工作业团队没有养成良好的文明施工习惯，设备、材
料摆放不整齐、进出通道常被杂物堵塞，警示隔离也经常被破坏，现场看起来杂乱无章，且增加了不必
要的风险。

2.4. 事故事件上报不及时
员工没有认识到利用事故事件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未遂事件、急救箱等并不严重的事件，即使自
己亲身经历的也存在隐瞒不报的情况，大量的未遂事件没有被统计，对安全管理提升是不利的。而且，
国际业主对于事故事件能否及时上报以及事故事件调查处理是否合规极为关注，常常作为标准来评判承
包商是否专业，该项工作的执行程度直接影响公司的声誉。

3. HSE 管理提升措施
依托纳米比亚油储罐和管道项目，从体系建立、方案策划、培训实施、设备完整性、事故事件上报
等方面对 HSE 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期对后续其他国际工程 HSE 管理能有一些借鉴意义。

3.1. 建立健全 HSE 管理体系，充分吸收业主要求
HSE 管理体系是工程实施过程中开展 HSE 管理的文件依据，项目之初要建立一整套包括 HSE 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和操作文件的文件。HSE 管理体系在编制过程中要充分吸收业主的相关要求，并与业主
达成一致，获得业主批准。相关管理要求描述清晰、具体，并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按照
持续改进的原则，定期开展体系审核，从内业、现场执行、人员访谈等多种形式开展审核，确保 HSE 管
理体系有效运行[1]。

3.2. 重视方案编制阶段的 HSE 管理策划，有效管控风险
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是 HSE 管理的核心内容[2]。依据体系文件要求，由 HSE 部门牵头组织各主管
部门、施工班组对现场所涉及的施工作业进行全面危害因素识别，按照事故类型、作业过程和工艺技术
流程、设备设施现状进行危害辨识，评估危害级别，建立危害因素清单，针对危害因素逐项制定风险控
制措施。所有施工方案和风险识别均应取得业主的批准，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对于高风险作业编
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如关键性吊装作业、施工作业平台搭设、脚手架施工等，并实施重点工序安全员
旁站监督，有效确保各项高危作业的顺利实施。

3.3. 创新形式开展 HSE 培训，实施培训护照管理
开展 HSE 培训是提升员工意识和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在纳米比亚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培训效果，
不断创新培训方式。入职培训全员覆盖；每周一次大班前会培训，所有员工参与，结合每周工作重点，
变化不同的培训主题，所有的主题反复培训，员工接受程度大大提高；操作安全培训，结合实际工作由
作业主管和安全员共同培训，该培训的针对性更强。除此之外，还建立了脚手架、生命线、手工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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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空间的实操培训区，利用理论培训和实践培训相结合大大提升培训效果，参与培训后员工的违章率
大幅降低。另外，针对高危作业实施培训护照管理和帽贴制度，有效降低了未经培训就参与高危作业的
情况。

3.4. 重视设备设施完整性，做好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设备机具的完整性是安全管理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外业主的关注重点。① 把好入口关是保证设备设
施完好的最关键环节，建立设备机具台账，排除带病设备。② 设备可进行分类管理，大型移动设备(如：
吊车、铲车、挖掘机等)、临时配电箱等可实施日检，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并填写记录；对于电动工具、吊
带、吊具等实施月检制度，按照设备台账由专业人员组织检查，月检实施色标管理。③ 作业主管和 HSE
人员要对所用到的设备工具进行工作前、工作中和作业后的检查，确保设备完整性。

3.5. 做好事故事件的上报、调查和处理工作
充分利用事故事件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同类事故事件的发生[3]。工程项目应明确事故事件
上报流程，并为所有员工提供培训，告知员工事故事件的分级，鼓励员工上报事故事件。收到事件上报
后应立即采取措施，结合事件严重程度对事件发生区域进行隔离，对涉及到的人员进行询问，留下第一
手信息和照片，为后续事故调查创造条件。还应成立事故事件调查小组，确保能找出其根本原因，并及
时采取预防措施。

4. 结语
国际工程的 HSE 管理更侧重将安全管理的关口前移，注重工作开始前的策划和准备。同时，不仅只
关注核心的高风险作业，还关注全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纳米比亚项目在国际先进的 HSE 管理模式上进
行了探索和融合，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也希望能对后续类似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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