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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目安全管理之我见
王新忠[1] 姜 婕[1] 蔡 成[1]

[ 摘  要 ]随着公司“扩大海外市场”战略的实施，公司的海外项目越来越多，面临的挑战也越

来越多。与国内施工相比，海外项目所面对的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风

俗习惯、地理气候、施工工艺、惯常做法等），要求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要有更高的要求、更强的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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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今年安

全生产月的主题，它精辟地点出了安全生产的责任

主体，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对于企业来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效益和生产

效率的提高，事关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对于

员工来说，安全事关生命，也是企业对员工的基本

承诺。而对于海外项目而言，安全已经成为队伍能

否进入国际服务市场首先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没

有高标准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良好的业绩就很难通过

招投标资格预审，更别说拿到项目合同。

一、海外项目安全管理特点

（一）HSE 标准高

表现在承包商被总包商、业主所要求执行的

HSE 标准往往比自身的标准高，更多的表现在对标

准的执行过程要求更严格。

（二）内容更复杂，管理难度大

海外项目安全管理覆盖面广，不仅要求做好生

产安全管理，而且要做好营地及基地建设，员工的

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管。人员不仅有中方的，还有

当地雇员和其他国籍的人员，每天必须处理和应对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习俗和做法。

（三）后勤支持受限

海外项目远离祖国和公司总部，在技术、设

备、人员、物资等资源的支持保障上经常受到主客

观因素的影响，所需资源不能及时到位。项目所在

地多为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当地道路交通、通讯、医疗卫生、安全设施落后。

（四）属地员工管理难度大

海外项目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资源匮乏，尤其是

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海外工程所在国大多数是一

些欠发达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恶劣，资源

匮乏，民众受教育水平低，属地化员工素质较低。

例如：在笔者所参与的马来西亚 RAPID 炼厂建设

项目中，技术工种都是以中国工人为主，辅以部分

属地工人配合。大量雇佣当地工人辅助施工虽然能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项目的劳动力需求，并且满足当

地的劳工保护政策，但是属地工人的劳动习惯、与

中国工人的交流障碍也给安全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五）管理成本高

上述情况决定了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成本大大

超过国内。

（六）事故影响大

海外项目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决不仅仅是工程

和设备毁损、人员身心伤害，还将直接影响公司形

象和以后的工程投标。一旦被列入“黑名单”，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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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该地区将再无立锥之地。特别严重者还可能

造成恶劣的政治和外交影响。

可见，加强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既是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的外在需要，也是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既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也是实现跨越发展的良好手段。

二、海外项目安全管理工作

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生产安全、

生活安全与防恐怖袭击三部分。所以在日常的学习、

生活、工作中，要将安全管理扩大到工作场所以外、

扩大到工作时间之外，确保所有员工的身心安全 ，

有利于项目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一）生产安全是核心

我 公 司 承 建 的 马 来 西 亚 RAPID P14 

0804&0806 区块总包商是 OUI JV，它是法国德希

尼布（Technip）公司与美国福陆（Fluor）公司的

联合体，两家公司都是国际知名企业，代表了国际

先进的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我们严格遵守

业主 PATRONAS 及总包商 OUI JV 的安全管理要

求，辅以与其不重合、不冲突的公司自身的管理方

法及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目前已安全生产

80 万工时并获得业主 PATRONAS 颁发的月度最佳

HSSE 管理分包商奖牌。

1. 员工安全培训

（1）出国前 HSSE 培训及防恐培训

与国内的工作环境相比 ，境外工作将面对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 （其中包括社会、政治、

经济、法律、风俗习惯、地理气候、施工工艺等方

面），所以对所有参与海外项目的工作人员提出了高

标准、高水平、高素质的严格要求。

每名赴马来西亚项目施工的员工，出国之前都

必须参加国际工程分公司组织的 HSE 培训班及集团

公司的防恐培训，主要内容包括马来西亚地理概况、

政治宗教、风险管理、公共安全、国外礼仪、突发

事件急救、传染病常识与预防等方面知识的学习，

为即将赴海外工作的人员在加强自身安全防护意识

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CIDB）培训

员工进入马来西亚后并拿到工作准证后，

HSSE 部门要向马来西亚政府部门申请 CIDB 培训，

员工完成培训并考核合格，拿到经政府批准授予

的 CIDB 绿卡后，才真正具备进入施工现场的基本

资格。培训内容主要为 CIDB 重要性和历史发展背

景、CIDB 卡个人信息备案情况、持有 CIDB 卡人员

必须具备的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必须遵守的安全规

则、操作规程、雇主和雇员的安全职责，以及注册

了 CIDB 卡人员的保险享受条款等。

（3）业主、总包商及项目自身的入场培训

当员工取得 CIDB 绿卡后，HSSE 部门会为员

工申请业主及总包商的入场培训，当员工通过这两

个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会拿到业主及总包商的工作

卡，此时员工方才获得了入场施工资格。之后项目

HSSE 部门会对员工进行一次入场教育，主要内容

为现场 HSSE 交底、业主十大禁令、项目一些特殊

的安全要求等。

（4）马来西亚资格证书培训

在马来西亚施工，部分工作必须是取得了政

府部门许可的资格证书的人员才可从事的。HSSE

部门先后组织了多次起重工（Rigger Signalman）、

起重监督员（Lifting Supervisor）、急救员（First 

Aid，CPR & AED）、受限空间作业员（Authorised 

Entrant & Standby Person）、油气安全施工证（Oil 

and Gas Safety Passport）的取证培训。

（5）总包商的其他安全培训

HSSE 部门还要安排员工参加总包商要求的其

他安全培训。如：起重工及吊车操作手必须参加的

吊装培训、车辆驾驶员必须参加的防御性驾驶培训、

高空作业员工必须参加的高处作业培训、现场监督

员及施工队长必须参加的作业安全分配及施工作业

许可培训等十余项安全培训。员工通过培训考核并

拿到贴签证明后才可从事相关作业。

（6）其他现场培训

每日现场开工前，由现场安全员做 Tool Box 

Talk（班前喊话、工具箱会议），主题为安全、安

保、卫生、事故等相关知识，贴合日常施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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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每天一个小培训，让安全知识深入员工脑海，

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每日现场开工前，由施工队长做 STA（安全工

作分配），对当日工作内容进行说明，分析各项工

作的风险并确定预防措施，指定各项工作的责任人

（负责施工及落实预防措施）。

每周四现场开工前，组织项目所有员工进行

Mass Tool Box Meeting（大型班前会），由项目经

理、安全经理、施工经理等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主题为安全知识、常识、规定、事故通报等内容。

2. 车辆、设备、工器具的管理

（1）入场检查及季度换签检查

根据业主及总包商的要求，所有的车辆、设

备、工器具进入施工现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

取得合格贴签后方可使用；已经取得贴签的，每个

季度初必须组织换签检查，合格后更换贴签方可继

续使用。

HSSE 部门在入场检查及换签检查前，先对待

检设备的资料完备情况进行检查，再与相关部门结

合对设备性能状况进行初检，合格后报送总包商相

关部门进行正式检查。

接受检查的设备、工器具范围极广，大到卡

车、吊车、巴士等，小到角磨机、梯子、U 型环等。

通过入场贴签检查及季度换签检查，保证了用于工

程施工的设备、工器具的性能处于完好、合格状态，

极大的降低了因为设备、工器具性能原因而产生的

安全风险。

（2）大型设备的日常管理

对吊车、卡车、压路机、挖掘机等大型移动设

备，我们要求专人专机，不得随意更换司机及操作

手 ；有针对性的制订了日检日查表，要求操作手每

日施工前检查并填写，由现场安全员签字确认；安

装警示灯、倒车警报、工作警报等，在移动及工作

中做到“声光并茂”，提醒周围员工保持安全距离。

3. 现场监督管理

每个作业现场派驻一个专职安全监督员，负责

每天早晨组织班前安全会，监督开展 STA（安全工

作分配），签字确认 STA（安全工作分配）、PTW

（作业许可）、车辆设备日检日查，并对风险预防措

施落实情况、现场安全施工情况等进行全时段监督，

确保生产作业过程安全受控。

（二）生活安全是基础

为什么说生活安全是海外项目工作的基础？因

为做好生活安全保障工作，可以使员工始终保持良

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项目工

作当中去。

生活安全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生活品、医药、

饮食、起居、通行等方面的工作。我们不仅给各个

施工区域都配备了急救药箱，还为各营地也配备了

常用药品（感冒药、创可贴、腹泻药等）；在饮食方

面，各营地配备后勤管理人员，统一采购米、面、

水果、蔬菜、牛羊肉、纯净水、牛奶等食品，并配

备了冰箱、冰柜以防止肉类食品的变质；在生活方

面，由于马来西亚是寨卡病毒多发地，我们定期对

各营地除草、喷杀虫药剂，并给每间寝室都配备了

杀虫喷雾、驱蚊蝇药品等，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在

营地建设方面，安装了淋浴器、热水器、洗衣机、

烘干机、电视、空调等设施，为全体工作人员尽最

大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通过这一系列工

作的努力，安定了大家远离故乡的情绪，鼓舞了大

家的干劲，为项目安全高效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三）防恐安全是保障

积极有效地做好防恐安全工作，是对每一名海

外工作员工生命安全负责任的表现。要做好防恐安

全工作 ：

1. 要使每个海外员工了解将要去的国家的社会

概况、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气候等相关知识及一定

的防恐知识。每名赴马来西亚项目施工的员工，出

国之前都参加了国际工程分公司组织的 HSE 培训

班及集团公司的防恐培训，了解了马来西亚的风土

人情，具备了一定的紧急事件处理、生存自救能力。

2. 要正确认识海外防恐安全形势。恐怖主义的

主要根源是由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政局动荡、贫

富差距等因素所造成。在集团公司的（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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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天津分公司将联合党课学习提出的新要求、新

思想体现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工作中，为保障大

厦运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注重打造“厦”文化建设，培育入

驻企业对阳光物业的“依赖度”

阳光物业历经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国有

企业物业管理独特的优势。分公司以天津大厦为依

托，为天津石油单位提供优质服务，提升阳光物业

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让“阳光品牌”在天

津扎根，为企业的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天津分公司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致力于打造

多元的中国石油天津大厦的“厦”文化，已陆续开

展大厦文化建设系列活动之——“国学”、应急知识

安全讲座、运动损伤的预防及康复治疗。系列讲座

的开展，得到了入驻单位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加强

了各单位沟通及纽带联系，培育入驻企业对阳光品

牌的“依赖度”，最终赢得口碑效应。天津分公司将

继续延伸大厦文化的建设内涵，探索以文化促发展、

促服务提升的新方式，不断赋予天津管理模式的强

大生命力。

四、努力营造“有温度阳光人”企业文

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企业在完善各项“硬件”的同时，重视打造

“软件”企业文化，广大员工的潜能就会被最大限度

地开发出来。一是努力改造岗位生产经营环境，以

建设职工之家、党员活动室、图书角为载体，举办

“讲有温度阳光人故事”活动，打造学习平台、交流

平台、休闲娱乐平台，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对

院区门岗值勤人员进行岗位慰问，关心关爱一线员

工；在大厦周围规划车位，切实解决大厦外来访客

和企业内部员工停车难的问题，展现“做有温度的

阳光人，打造有情怀的企业”文化理念；紧跟地方

政策，协助员工办理落户天津手续，为员工解决后

顾之忧，让员工放心工作。正是因为这样的企业，

爱岗敬业的天津“阳光人”，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一点一点擦亮了服务品牌，换来业主的舒心和感动，

筑牢了中国石油天津大厦的稳固基石。

国有企业物业管理党建要坚持把生产经营服务

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抓实抓好，强化服务品牌的塑

造，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企业党建才能焕发强大的

生命力，真正使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合体

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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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海外各国社会安全风险等级分级中，

马来西亚属于中等风险国家，我们对各施工区域都

配备了专职保安人员，发布了《马来西亚 RAPID 项

目涉外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并在各营区明显处

张贴了紧急求助电话（包括警察局、医院、移民局

等）。

3. 要重视海外防恐安全工作 ，要把人的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 ，突出“预防为主 ”的理念，认真贯

彻落实集团公司各项规定制度，禁止私自外出，最

大限度的维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 参考文献 ]

[1] 郭震 . 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探析 [J]. 中国市场，

2011（02）：107-109.

[2] 陈志 . 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浅析 [J]. 中国管理信

息化，2016（08）：96.

[3] 王大坤 . 浅谈海外项目的 HSE 管理 [J]. 中国建

材，2011（07）：107-110.

[4] 李世浩 . 浅谈海外项目的安全管理 [J]. 中国安全

生产科学技术，2010（增）：73-75.

[ 收稿日期 ] 2018-04-09

[ 责任编辑 ] 刘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