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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岗位责任制怎样注入新时代血液
汪桃义[1]

[ 摘  要 ]岗位责任制最早由“铁人”王进喜提出。当年，岗位责任制使处于大会战的数十万石

油工人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加速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随后迅速在全国国企推广。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体

现在国企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下大力气确保一方平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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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岗位责任制迎来新时代新课题

岗位责任制最早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石

油工人王进喜提出。那是 1960 年代，共和国最艰

难的时期，我国工业体系建设还处于拓荒阶段，自

然没有与之配套的工人岗位职责。王进喜从军队哨

兵站岗，想到每个石油工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应

该有自己的责任。于是他想出了岗位责任制这个 

概念。

王进喜是名钻井工，那个时代国家急于摆脱贫

困，钻井进尺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钻井安全风险

也是油田所有工种中最高的。因此，王进喜最初想

到的岗位责任制，是从进尺和安全出发。岗位责任

制的想法在会战中的大庆油田很快得以推广，油田

的近十个工种都针对本岗位实际定出了岗位责任制，

以致机关所有科室也制定出了岗位责任制。

从这一制度的创立，我们能体验到两方面的情

怀：一是为国分忧的责任情怀；二是一切从生产实

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的情怀。

当年创立的岗位责任制，使处于大会战的数

十万石油工人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加速了大庆油田

的开发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了这一首创

精神，岗位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国企推广。实践证明，

这一举措初创了企业精神和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

对处于国际封锁围堵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实

实在在的贡献。这一石油工业的创举一直引为石油

人的骄傲。

随着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我国进入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工业管理工作

中的新理念、新设备、新技术、新措施层出不穷。

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后，崭新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如信息安全、网络安全，这都是过去时代闻所未闻

的问题。因此，我们应明确和清醒地认识到，岗位

责任制面临着新时代的新课题。

岗位责任制的早期有两方面的期望值：一是生

产全过程中的人与财产的安全应做到不出事故、不

受损失；二是生产质量（产品）要合乎规范。

当今的岗位责任制除这两条外，信息安全和网

络安全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新时代的岗

位责任制也必须唯变所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发展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为安全

工作确立了明确目标，同时也指明了行动指南。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批示，是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早

年有过 7 年的知青经历，早期就与人民群众建立了

血肉联系，积累了深厚情义。因此，他关于安全生

产的系列指示对实际工作针对性强，地气满格。

在谈到安全底线时，习近平指出“人命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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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谈到责任制时，他强调“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

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地监管。坚持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而且要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他强调“必须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二、岗位责任制的核心不只是指岗位操

作工

石油工程建设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是一

个高风险的群体。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大和我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安全生产已成为

国家行为的重大制约因素。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专门从事石油工

程设计、制造、施工和工程总承包的专业公司。公

司具备设计、采购、制造、施工一体化全功能，能

够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提供石油工程建设全过程

服务和项目总承包服务。公司现有员工 2.8 万人，

日平均用工常在 5 万以上，而且遍布国内 30 多个

省市自治区和海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全工作

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现实是，从 2008 年到

2017 年的 10 年间，工程建设公司在国内外共发生

轻伤及以上事故 63 起，造成 68 人伤亡（其中，死

亡 11 人，重伤 1 人，轻伤 56 人），主要为工程建

设专业的工业生产安全事故。其中，外籍人员的伤

亡产生了负面影响。事故发生的人群比例中，企内

职工和承包商各约占 50%。企内职工中，电焊工和

起重工事故发生频率较高。承包商人员中，外籍人

员和国内电工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很多事故的调查结果总令人扼腕：岗位技术含

量不高、工艺简单，可为什么还是出现事故呢？依

据大多数事故调查情况分析，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人。

从事故类别来看，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工程建设公司各单位共上报事件 702 起。

498 起为工业生产安全事件，占 70.9%（见表 1）。

从事故的原因来看，引发工业生产安全事件的

主要原因分 4 类：管理因素、人的因素、环境原因

和物的因素（见表 2）。

表 1 2017 年工程建设公司安全事件类别分析

事件类别 事件数量（起） 所占比例（%）

工业生产安全事件 498 70.9%

道路交通事件 35 5.0%

火灾事件 35 5.0%

其他事件 134 19.1%

合计 702 100.0%

表 2 2017 年工程建设公司安全事件原因分析

事件原因 事件数量（起） 所占比例（%）

人的原因 573 82%

物的原因 53 8%

环境原因 11 2%

管理原因 65 9%

合计 702 100%

调查发现，很多事故都是由低级错误即常识性

错误造成的，这些错误完全与技术能力无关。如：

不当操作、注意力不集中、侥幸心理、习惯性违章、

劳动防护用品使用不规范等。事故归根到底是出在

岗位责任制不落实。经验和教训说明，随着新技术、

新设备的运用与更新，相应的理念更新滞后，但这

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人，至少百分之九十

的事故原因归根到底是人的因素。

人的行为得当与否决定了事故能否发生。这完

全印证了人的因素第一这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真理

性。人的因素中，管理干部首当其冲。在每次的事

故追责时，干部的行为都是事故不可推卸的诱因，

这正是习总书记批评和判断的那样：“当干部不要当

的那么潇洒，要经常临事而惧，这是一种负责任的

态度。要经常有睡不着觉、半夜惊醒的情况，当官

当的太潇洒，准要出事”。2013 年 6 月 2 日 14 时

27 分，这个时间点已凝固在工程公司历史上：这一

刻，大连石化一项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简单动火作

业，却因违章、违规而发生爆炸，致使 4 人死亡。

这起事故当即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事故的处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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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下发的。一起毫无技

术含量的事故却惊天动地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更是对我们岗位责任不落实

行为的警醒。

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和意识是我们经常提及的

词汇，这方面无论是制度和认识已经不少，现在需

要思考的是与责任息息相关的责任心的问题：即除

了守则上的规章，更应着眼人的主观作用。岗位责

任制随处可见、人所周知，但是实践中，是否每位

相关岗位人员，每个操作细节都在按规范执行？或

者说，这种制度在落实上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岗位责任制的内涵。岗位

责任制是指根据各个工作岗位的工作性质和业务特

点，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并按照规定的工作标

准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王进喜当初的

动因是，工人要对工作尽心尽责，国家利益至上。

实践证明，不折不扣地实行岗位责任制，有助于工

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必

须明确任务和人员编制，然后才有可能以任务定岗

位，以岗位定人员，责任落实到人。

落实了定岗定人定责，是否就有了安全保险 ?

远远不是。

近六十年前发端的岗位责任制，产生在社会主

义起步阶段，那时候提倡无私奉献，时时事事，从

各级干部到基层工人，想的是如何把本职工作做好。

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社会主义有生命力的表现，

更是历史环境所必须。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制

约，当初的责任制强调的是人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而搁置了对人应该提供什么、保障什么。当然，我

们不能以历史唯心主义的眼光苛求那个年代没有提

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即在提倡奉献的同时，

也大力让绩效与报酬挂钩的管理提到重要层面。

当初的做法的确是无奈之举，受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发展水平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处于较

低层次和阶段，是条件的限制。当我们进入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以人为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企

业的重要发展理念，现今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酬劳挂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当我们理

直气壮地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是否也将人文

理念、关爱生命也写入了所有的岗位责任制？

岗位责任制的新时代概念，要求我们必须坚持

“才能与岗位相统一、职责和权力相统一以及考核和

奖惩相统一”的三原则，这三个原则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尽其才、人尽其责、

人尽其能。但围绕岗位要求制定的岗位责任制，还

应明确写上对人的关爱，激励，职位、职称晋升等

内容，真正实现人与企业全面发展、共同发展。否

则，再细化的岗位责任制，也只能是纸上的、毫无

生气的一堆汉字。这也是新时期岗位责任制不同于

当初王进喜时代的鲜明特征，也即我们今天谈岗位

责任制，还需要从人文关怀这个维度加以思考。并

且还要把这作为岗位责任制的核心理念和出发点、

落脚点的原因。这既是唯变所适的唯物主义的要求，

也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新时期岗位

责任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

三、岗位责任制的新时期要求

新时期的岗位责任制要接地气，要根植于生产

实际。相关制度的出台，要完全改变“由管理人员

坐在办公室里编制”的模式。闭门造车，要么根本

就不了解实际情况，“编”仅仅是为了应付任务，既

不懂得又不考虑执行时的可行性；岗位责任制要实

行“才能与岗位、职责和权力以及考核和奖惩”的

三个有机统一；岗位责任制要提倡工匠精神要有制

度设计。要和岗位责任制相关联，工匠精神是企业

的根基，应该有成套的制度和持之以恒的培养计划

以及持续不断的考核激励措施；信息安全和网络安

全岗位的岗位责任制要由专家和相关岗位人员共同

制定。

四、跳开企业建设企业文化

如果把岗位责任制比喻为企业大厦的一砖一

瓦、一梁一柱，那么，企业文化就是这个大厦的设

计图纸和设计理念。如果说岗位责任制是大厦的安

全保证，那么，企业文化就是岗位责任制的质量保

证。21 世纪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企业壮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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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企业文化，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是企业长治

久安的不二法门。因此可以说，岗位责任制的新时

代血液的造血机制就是习近平所要求的“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是以习

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为公，清政为民”的集

中体现。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建设

企业文化须从三方面着手。

（一）弘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作风，坚持以人 

为本

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

争期间创造、总结而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

众、调动群众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优良作风和致

胜法宝，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企

业文化建设上依然如此。

工程建设企业采用的大多数是成熟的技术和工

法，鲜有高精尖的技术，现场作业也基本上都是传

统的工艺，那么，这就需要公司的干部尤其是党员

干部，要了解实际、掌握实情、关注基层，要清醒

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制度或者政策的出台都将对公

司的工作或者生产乃至安全带来影响，因此必须深

入基层，多与一线的基层接触，向他们学习了解一

些真实的内心和现场情况，让公司的制度或者管理

更接地气。

（二）员工安全意识和素质教育要持之以恒

1. 安全教育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利用各种媒

介或者载体从思想意识入手，让职工从根本上认识

安全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苦复杂性，以及通过身

边的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和案例，来警醒自己，

警钟长鸣，不断强化遵章守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2. 安全技能和素质的培训也是确保安全的重要

途径，要结合岗位特点，把技能培训作为员工素质

提升的主要工作，培训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可以送

出去、请进来，也可集中时间专题培训，当然更多

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是立足岗位进行现场培训。

不仅要员工掌握“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工作流程、

工作标准、工作制度”等，而且要使受培训者知道

“工作风险、消减措施、应急预案”。

3. 必须树立体系思维，理顺流程、明确标准，

一切工作做到流程化、制度化、标准化。

世界一体化趋势日渐形成。随着我国在国际社

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日益推进，

对走出去的企业在安全管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现今的安全管理工作依然是属于监管型。随着

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从人对人的监管过渡到人对

设备和现场的监管，是趋势也是必然。但即使是全

自动化、数字化的操作和监管，人的责任必然永远

存在，人始终是生产的第一要素。因此，人的行为

和意识责任永远要靠岗位责任制来自律。因此，人

的自律，即岗位责任制面对的课题永远只是道随器

变，即扬弃而不是遗弃。

岗位责任制将是永恒的存在，人作为生产与管

理的主体，要适应这种存在的永恒唯一的途径是不

断提升人的素质，这就需要先进的企业文化。而以

文化培养、提升员工素质靠规章制度，专业培训，

思想教育，三观引导等工作，显然是不够的。宋代

诗人陆游有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学写

诗，格律知识当然重要，但这些知识并不能保证你

能写出真正的诗，因为诗是生活的记录，是心灵的

感受。当你把生活这本书读好后，好诗自然会喷涌

而出。这个哲理启发我们，单一的技能行之不远，

单一的养分长不出茁壮的果实。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企业对员工进行制度性的业务、技术技

能培训自然必不可少，但作为管理层，建设企业文

化更要有跳开企业的眼光。一个人知识面的广博会

影响其专业素质的提升，可以聘请企业外各文化领

域，尤其是文史哲领域的专家学者讲座与企业看起

来并无关联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等等，以拓宽员

工的眼界，增加其文化修养，这是一条保持企业长

治久安的战略之路。虽然不是立竿见影的工作，但

却能收到“强身健体”的功效，必须着手付诸实践。

领导层是否具有这种眼光，本身就是检验企业文化

成色的尺度。岗位责任制应注入新时代血液。这个

新时代血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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