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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提升策略
傅征东

（国能大渡河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四川 雅安 625304）

摘　要　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保障居民用电充足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水电站所发挥的

作用随之突显。不难看出，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提升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已成为

每位相关从业人员应当深入研习的重要课题。由现阶段整体情况来看，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仍存在一定提升

空间，需要进一步分析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现存不足，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使整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日臻完善。本

文由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相关概念出发，分析了其中现存不足，并就其提升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同行业

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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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是我国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

其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也是促进电力系统平稳健康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科技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当今时代，水能与电

能在我国能源中占据的比例日趋增大，因而水电站企

业需要强化自身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并

加大相关资金投入，优化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使其能为

我国生产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能源支持。

1 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相关概念

1.1 水电站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生产工作是各行各业得以发展的必要保障，安全

管理则是促进生产工作平稳开展的基础，在生产工作

中处于首要位置，尤其对电力行业一类的高危行业而

言，一旦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稍有疏漏，则易造成难以

挽回的后果，因此每位相关生产人员与管理人员都应

当恪守安全操作流程，牢记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在自

身工作中避免疏漏。同时水电站企业也需要积极营造

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参与生产工作的各位员工生命财

产安全与生产设备安全，使自身生产工作与安全管理

条例相契合，有效避免安全管理疏漏而导致的伤亡问

题、设备故障及各类威胁安全生产的情况 [1]。

由《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可知，电力生产工

作与电网运营工作需要以安全性、优质性与经济性为

原则，因而在整个电力行业中都需要时刻将安全生产

管理环节放在首位，奉行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预防

为主的方针，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强化相关生产

设备维护检修环节，保障设备能平稳安全运行 [2]。

1.2 水电站安全生产作业的具体原则

安全生产在电力行业中不容小觑，尤其近年来在

电力行业工作压力悄然提升的情况下，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无形中突显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中的不足，同

时也突显了相关生产人员安全意识仍需强化等问题。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电力行业应当从三方面出发，遵循

安全生产原则，确保各项生产活动都符合相关规范 [3]。

首先需要统一思想，提升认知。电力行业中的每

位从业人员自步入行业后都应当树立“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等理念，在自身工作中恪守相关安全规范，

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与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 [4]。

其次需要落实责任，紧密配合。在水电站生产工

作中，运行环节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此环节离不

开用电，因此更应当注重安全生产管理。水电站发电

部门尤其需要完善岗位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管理任务

细化并落实到个人，例如值班班长需要管理生产运行

调度，同时负责与上级部门沟通，将自身当值期间内

的每日定期工作安排到位，并参与水库调度工作与发

电计划调整工作。值班员则需要配合值班班长，及时

检查相关设备运行情况，做好各类检查数据的填报工

作，一旦在检查中发现威胁安全生产的因素则需要及

时上报，以此保障生产设备能得到及时处理，排除安

全隐患 [5]。

最后需要发现问题，持续改进。在水电站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需要先制定完备的安全制度，

安排全厂设备巡视检测，制定详尽的巡视点与检测线

路，以便及时发现设备存在的安全问题，并能第一时

间通知相关维修人员解决问题。针对无法维护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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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做好报废工作并及时记录，使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形成闭环 [6]。

2 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现存不足

2.1 现场安全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存在不足

2.1.1 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仍需进一步增加

由《安全生产法》可知，水电施工企业在自身工

作中需要配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数都有相应规定，但

并未对人数比例情况提出具体要求。在此情况下，部

分水电站施工企业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出发，并未

安排专职安全员，往往仅有兼职安全员，此类问题应

当在后续工作中得到有效解决。

2.1.2 安全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仍需进一步提升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需要体现在水电工程建设中的

各个环节，因此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具备足够的理论基

础与专业技能。但在部分水电站施工企业运行过程中，

仍有企业管理人员囿于薪资待遇等客观原因，无法吸

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较高的员工加入，因此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始终处于无法提升管理水平的状态，对水电

站未来发展易产生不利影响。

2.2 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管理缺乏正确认知

2.2.1 无法平衡安全与效益的关系

部分水电站施工企业中，管理层尚未找准安全与

效益之间的平衡关系，仅注重效益而忽视安全生产管

理，水电工程进度过快而导致安全隐患、安全生产管

理松懈等现象屡禁不止，为电力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2.2.2 安全管理人员缺乏应有权限

权责不对等是安全管理人员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部分水电站施工企业并未按照规定授予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有权限，使其在自身工作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终导致安全生产制度形同虚设，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2.2.3 安全生产管理整改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水电站仍未实现有效开展安

全生产管理整改工作，在面临安全管理问题时采取以

罚代缴或以包代管等情况，导致安全隐患难以消除。

2.3 安全生产管理缺乏应有资金投入

水电站施工企业虽已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日渐重

视，但仍存在部分水电站施工企业缺乏足够资金投入

的问题，使得水电站施工企业在自身安全管理工作中

面临限制。在竞标过程中，部分施工承包企业为获得

订单而不得不面临市场低价中标与合同价格过低等问

题，为保障自身利益而选择缩减安全生产费用，使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无法顺利落实。同时也存在部分建设

单位与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约定按照比例支付生产

费用，导致安全经费落后于施工进度的问题，因而施

工企业不得不事先垫付安全生产费用。此类情况容易

使施工企业难以投入应有资金，从而无法保障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2.4 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仍不到位

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具体可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为水电站施工企业主观意愿相对缺失，部分施工

企业甚至认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耗时耗力，且无法为

企业赢得效益，因而不愿组织生产人员参与安全培训

工作，也不愿提供安全教育培训费用，使得生产人员

也对安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二为部分水

电站施工企业存在以包代训现象，水电站建设施工工

作往往由分包队伍所聘务工人员完成，水电站施工企

业将工程项目进行劳务分包后，并不对具体实施过程

进行跟进，也忽视对务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环节，

使得务工人员难以树立安全生产观念。

3 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提升策略

3.1 完善安全生产制度

要提升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完善安全

生产制度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具备制度管理的

基础保障下，水电站施工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才能有效

提升。为实现此目的，水电站项目建设单位不仅需要

完善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更需要从两方面对水电

站施工企业提出要求：

首先需要督促水电站施工企业严格遵守安全条例

与施工规范，从项目工程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适用

于水电站施工工程且具备可行性的整套安全生产制度，

此制度需要涵盖全体施工管理人员与施工现场涉及的各

类工种，例如安全责任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应急救援

体系、施工管理办法、安全检查制度等各个方面。

其次需要由水电站施工企业依照安全生产目标完

善相关奖惩机制，对于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相关人员

可给予奖励，其奖励经费可由建设单位进行拨给，并

创建奖励专用账户。对于不遵守安全制度的相关人员

则可从其薪资中扣除相应惩罚费用，将此费用缴纳至

安全专用账户，以资金奖惩手段促进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发展。

3.2 提升安全检查力度

为保障安全制度顺利落实，需要对其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为做好安全

检查工作，首先需要建设单位提升自身对安全生产工

作的整体认知，不能仅将施工安全工作推卸给施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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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行完成，而是应当坚决摒弃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

的以包代管行为。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不仅施工企业

遭受损失，水电站自身也可能不得不进行停工整改，

使得水电站建设进度出现停滞，同时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完成整改，水电站涉及的全部施工单位都可能

出现停工问题，在此情况下需要为员工提供误工补偿，

反而得不偿失。由此不难看出，安全事故可能对水电

站施工工作形成严重影响，造成经济损失，最终建设

单位也将相应面临严重损失。因此为避免此类问题，

建设单位应当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做好统筹领导工作，形成水电站安全生产检查小组，

以此完成对水电站施工工作的检查，具体检查可分为

每日常规检查与专题检查、突击检查等各项内容，并

在检查过程中积极采取各种合理手段探究生产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并对安全隐患加以整改，由检查工作探

究施工工作中存在的违章行为，并依照相关制度实施

处罚，为奖惩工作提供依据。同时在安全检查工作中

需要逐步提升生产人员安全意识，在整改工作中提升

生产人员安全技能，使安全隐患能逐渐得以排除，最

终实现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的有效提升。

3.3 做好安全生产文化建设

为提升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使安全生产工

作更具效果，建设单位需要充分重视水电站施工项目

安全文化建设工作，为施工项目定期产出安全简报与

安全手册一类内容，使生产人员能在自身工作中及时了

解项目安全情况，并从中吸收安全生产相关知识，以此

达到提升全员安全意识的作用，使生产人员都能树立安

全生产理念，从而推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能顺利实施，

使安全隐患能被有效解决，提升整体施工安全程度。

3.4 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力度

要使水电站施工工作达到自身安全生产目标，需

要全体参与施工的生产人员共同完成，生产人员的安

全意识与技能水平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产生了极大影

响，因此提升其安全意识与技能水平是不容忽视的工

作内容之一。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则是提升安全意识与

技能水平的重要途径，建设单位应当积极监督水电站

施工企业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依照相关规章对每

位生产人员提供培训。在必要情况下，可考虑合理减

缓水电站工程施工进度，以安全教育培训为主，使生

产人员在参加安全教育培训过程中能有效提升自身安

全意识，同时提升专业技能水平，以此在工作中投入

更大力量。在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时，需要以水电

站工程实际情况为依据，针对其中涉及的不同工种都

要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应当侧重于实际操作

环节，例如针对水电站施工工作中的焊接工作，需要

让电焊工人理解自身工作中能做哪些事与不能做哪些

事，同理起吊工作有哪些注意事项，模板工人在操作

过程中需要遵守何种操作规范等内容，以此类安全教

育培训使生产人员不仅能掌握更多操作技能，同时也

能树立安全意识，使其能心悦诚服地认同安全教育培

训，接受安全思想教育，并能以自身在安全教育培训

环节所学内容规范自身行为，在后续工作中自觉遵守

相关安全准则。在全体生产人员都能顺利完成“要我

安全”-“我要安全”-“我想要安全”的转变后，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才真正取得了应有的成功，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也能相应得到更为有力的保障。

3.5 规范安全生产档案

档案是对水电站施工工程的总结，也是记录建设

工作的历史资料，安全生产管理档案也是整体档案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设单位在水电站施工工程

开展前即需要完善档案管理工作，在项目投入施工后，

建设单位中负责管理档案的部门需要对施工单位明确

档案管理要求，使档案管理工作能得以规范，以此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水电站运行过程中，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是维持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提升水电站企

业生产安全系数与生产效率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因此，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对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现存不足进行客观深入分析，并采取相应解决方

法，以使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水平能有效提升，

为水电站生产人员提供更有力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推动水电站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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