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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 

（2018）第 8 期总第 99 期 

安全监督部编                                  2018 年 9 月 5 日   

公司安全工作信息 

安监部加强公司合并重组期间的安全管控工作 

为了加强公司合并重组期间的安全管理工作，保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安全监督部及时下发了《关于加强合并重组期间安全管控工作的通知》（一

公局安便字〔2018〕27 号），通知要求各级要高度重视，重组期间各单位、

各直属项目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分管副经理等领导必须分别亲

自带队，组成检查组，从即日起至年底对所属在建项目开展全覆盖、地毯式

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并对检查内容做了 15 项具体规定，坚决杜绝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各级在合并重组阶段以及节假日期间必须强化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坚守

岗位，落实安全职责，保证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到位、安全应急管理到位。对

于在重组合并期间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一律按照公司有关

规定从严、从重惩处。 

要求各单位要继续加强人员密集作业场所管理，落实 9 人以上作业场所、

办公区和驻地宿舍的安全管理措施。从九月份开始每月 20 日向公司安全监督

部上报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和隐患整改治理情况。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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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对各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以及落实上述各项要求的情况进行抽查，对于

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 

 

国家、行业、上级政策法规、工作动态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 

     2018 年 2 月 1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

标准》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JGJ/T429-2018，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hurd.gov.cn）公开，并由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所属单位管理活动简介 

三公司开民项目荣获交通运输部“平安工程”荣誉称号 

2018 年 8 月 14 日，中交一公局集团三公司参与建设的河南郑州至民权

高速公路开封至民权段施工项目，经过申报、省级交通运输和安全监管部门

的联合推荐、条件审核、专家初审和两部委终审等多个环节，最终获得交通

运输部“平安工程”荣誉称号。 

 

桥隧公司召开 2018 年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培训会议 

桥隧公司 2018 年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培训会议在长沙顺利召开。一

公局领导，一公局各子公司设备、安全管理相关负责人及公司在建项目设备、

安全管理人员共计 80 余人参加本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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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邀请了湖南省特种设备管理培训机构 4 位资深讲师，主要从特种设

备安全法，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承压类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机电类

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 4 位老师通过笔试和面试的方

式对本次培训进行了现场考核。 

 

 

四公司荔玉 20 标召开关于加强合并重组期间安全管控工作专题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上级文件通知要求，保证安全生产形式稳定。8 月 19 日，

四公司广西荔玉20标组织项目全体员工召开了关于加强合并重组期间安全管

控工作专题会。 

会上，项目安全总监宣

读了局、公司下发的《关于

加强合并重组期间安全管控

工作的通知》文件，并对项

目所属各部门及协作队伍从

安全生产责任、安全教育培

训、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班组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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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方面做了具体要求。强调了关于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管理，落实 9 人以上

作业场所、办公区和驻地宿舍的安全管理措施。最后，项目安全总监做了总

结发言。 

 

海威公司首环高速四分部顺利通过北京市公路工程 

“平安工地”建设末期考评 

8 月 2 日，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平安工地”考评组对首环高速进行了平

安工地建设末期考核。在考评过程中，考评组听取了分部关于北京市公路工

程“平安工地”创建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汇报，分别对施工现场和内业资料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最后，考评组公布了首环高速四分部建设项目综合得分

为 94.215 分，顺利通过北京市公路工程“平安工地”末期考评。  

 

建筑公司广州南沙项目开展防台风“贝碧嘉”专项检查 

2018 年 8 月 15 日 15：00 点；建筑公司广州南沙项目安全部组织关于 16

号台风“贝碧嘉”事项专项检

查，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三防”

工作要求；即日起项目部启动

防台风四级响应。对施工现场

排水措施、建筑机械设备（特

别是起重设备）、办公区、生

活区临时活动房防台加固情

况、临时用电、现场值班领导及值班人员、防汛物资设备、彩钢房接地等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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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专项检查，对查出存在的隐患组织人员立即整改到符合要求；确保台

风暴雨等自然地质灾害来临之际，能够迅速、及时、有序响应应急预案；保

障全体人员及设施设备安全。 

 

总承包公司开展“平安交通百日行动”活动 

为切实保障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交通运输部、中国交建相关文件要

求，开展为期 100 天的“平安交通百日行动”，公司组织召开了活动专题会

议，公司及所属各项目共计 60 余人参加。 

会上，安全监督部就目前整体安全生产形势和公司目前生产状况进行了

阐述说明，此次活动以：“防风险，除隐患，强责任，建机制，抓落实”为

主题，以 “杜绝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降低施工安全风险，落实安全监管

责任，保证公司整体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活动目标，切实保证活动有效开

展并取得实效，最后对此项工作做了具体全面的部署。 

 

六公司全面开展“禁酒令”行动 

六公司为确保项目安全生产，严禁酒后驾驶行为，公司各单位迅速行动，

严格按照一公局领导指示，在公

司各项目开展“禁酒令”行动。

各项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购酒

精测试仪，每天上班前和上班过

程中对通行车辆和运输车辆驾驶

员进行酒精测试，并制定处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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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的行为。 

 

安全论谈 

《中交一公局“险长制”管理办法》宣贯 

(二) 

 

四、《公司“险长制”实施办法》的重点内容  

（一）制定实施细则  

本《办法》为总体实施办法，因公司各业务板块风险管控的重点存在诸多差异，所

以各业务板块发展职能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制定本业务板块范围内的“险长制”安全

风险控管理实施细则。 

（二）风险分级  

按照公路、建筑、铁路风险分级标准，结合公司施工生产实际，确定公司安全风险等

级标准。风险等级总体分为四级，即：低度风险、中度风险、高度风险、极高风险。为便

于分级管理，又将极高风险分为一般极高风险和重要极高风险，由公司发展职能部门主导，

负责组织召开风险再评估会议，部门主管领导、总工程师及技术质量部、安全监督部、物

资设备部等部门负责人，各相关单位人员参加，对已上报极高风险项目进行评估确定险长。 

公司安全风险等级对应表 

中交一公局  交通部  住建部  铁路总公司  

低度风险  低度(I 级)  四级风险，风险等级较低  低度(I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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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风险  中度(II 级)  三级风险，风险等级一般  中度(II 级)  

高度风险  高度(III 级)  二级风险，风险等级较高  高度(III 级)  

极高风险  极高(IV 级)  一级风险，风险等级最高  极高(IV 级)  

（三）确定险长  

按照国家和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总体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的组织结构，确定施

行三级险长制，即：一级险长对应重要极高风险，由三级公司（含总承包部）主要负责人

担任；二级险长对应一般极高风险，由三级公司（含总承包部）副职领导担任；三级险长

对应低度、中度、高度风险，由项目经理担任。为了把风险防控工作真正落实到现场，各

级险长均配备险员，按照险员在风险防控中的职责和工作要求，配合险长完成好相关工作。 

 

险长与险员配置表 

 

 

 

 

 

 

 

 

 

低度、中度、

高度风险  
一般极高风险  重要极高风险  

险长  
项目经理  

（三级险长）  

三级公司（含项目公司、

总承包部）副职领导（二

级险长）  

三级公司（含项目公司、

总承包部）主要负责人

（一级险长）  

险员  项目有关成员  
项目经理、项目有关成

员  

三级公司（含项目公司、

总承包部）副职领导、项

目经理、项目有关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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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险长流程图 

 

（四）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公司风险管理微信群分为三级，即项目经理部级、各单位级、公司级。  

（1）项目经理部级风险管理微信群由项目安监部门负责建立，成员由项目经理和项

目相关人员组成。风险管理情况在此群中发布，及时处理和解决风险管控中存在的问题。

属于极高风险的由项目经理在各单位级微信群中发布。 

（2）各单位级风险管理微信群由各单位安监部门负责建立，成员由三级公司负责人

及相关领导、安全总监、安全部门负责人、项目经理组成。极高风险管理情况在此群中发

布，及时处理和解决风险管控中存在的问题。极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上传下达相关

信息。属于重要极高风险的由三级公司负责人在公司级微信群中发布。  

（3）公司级风险管理微信群由安监部负责建立，成员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分管

安全生产的领导、各发展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安全总监、各发展职能部门负责人、三级公

司负责人组成。重要极高风险管理情况在此群中发布，及时处理和解决重要极高风险管控

中存在的问题。三级公司负责人负责上传下达相关信息。 

风险管理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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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管理活动  

1. 事前策划 

险长应组织险员针对工程特点、风险评估成果等制定风险事前策划。 

2.动态风险管控工作计划与总结  

在施工过程中，险长每月召集险员召开专门会议（可采取视频形式），开展动态辨识

与评估工作，总结当月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情况，并对下个月施工安全风险进行再辨识、再

决策、再部署。  

3. 过程动态管理 

（1）险长应每月组织开展风险管控工作自查。形成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程

衔接的闭环管理风控自评常态化。  

（2）动态风险跟踪。发现因工程项目的地质条件、制约条件、工况条件、气候环境

等风险因素和工期筹划造成的风险叠加，从而导致风险值增高，风险等级增加，项目应及

时编制《动态风险跟踪表》，报至险长，并签字备案。  

（3）险长变更。风险升至极高等级时，逐级上报《险长变更申请表》，申请进行险

长变更，由上级单位审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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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领导带班。对于极高风险项目，凡是进入高风险环节施工阶段，项目必须在施

工前向其险长上报《关键环节带班作业申请表》。接到申请后，险长应及时赶赴项目，组

织开展作业条件检查确认，确认合格后方可施工。  

（5）事后评价。项目通过交工验收后，项目要开展风险管控工作的事后评价工作，

形成评价报告，并逐级上报。（评价内容略） 

4. 监督考核与责任追究 

（1）签订责任状 

（2）责任考核 

（3）年度考核 

（4）责任追究 

 

 

 

 

 

 

报送:公司安委会成员 

发:各单位、各直属项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