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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传教育中心、北京天地大方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德辉、贺定超、毛海峰、李强、曹小云、雷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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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类型的企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００４—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ｉｄｔＩＳＯ９００４：２０００）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企业安全文化　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狊犪犳犲狋狔犮狌犾狋狌狉犲

被企业组织的员工群体所共享的安全价值观、态度、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体。

３．２　

安全文化评价　狊犪犳犲狋狔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为了解企业安全文化现状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效果而采取的系统化测评行为，并得出定性或定量

的分析结论。

３．３　

评价指标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的要素。分为可计量指标（定量指标）和非计量指标（定性指标）。

３．４　

指标权重　犻狀犱犲狓犫犪犾犪狀犮犲

指该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大小采用数值来表示。

３．５　

相关方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狆犪狉狋犻犲狊

与组织的安全绩效有关的或受其安全绩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３．６　

应激反应　狆犪狊狊犻狏犲狉犲犪犮狋犻狅狀

人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各种非常刺激所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反应。

４　评价指标

４．１　基础特征

４．１．１　企业状态特征

企业自身的成长、发展、经营、市场状态，主要从企业历史、企业规模、市场地位、盈利状况等方面进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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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企业文化特征

企业文化层面的突出特征，主要评估企业文化的开放程度、员工凝聚力的强弱、学习型组织的构建

情况、员工执行力状况等。

４．１．３　企业形象特征

员工、社会公众对企业整体形象的认识和评价。

４．１．４　企业员工特征

充分明确员工的整体状况，总体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操作技能、道德水平等。

４．１．５　企业技术特征

企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使用、改造情况，如技术设备的先进程度、技术改造状况、工艺流程的先进性

以及人机工程建设情况。

４．１．６　监管环境

企业所在地政府安监及相关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包括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监管力度、法律法规

的公布及执行情况。

４．１．７　经营环境

主要反映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市场经营状况等商业环境，诸如人力资源供给程度、信息交流情

况、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等。

４．１．８　文化环境

反映企业所在地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特征等。

４．２　安全承诺

４．２．１　安全承诺内容

综合考量承诺内容的涉及范围，表述理念的先进性、时代性，与企业实际的契合程度。

４．２．２　安全承诺表述

企业安全承诺在阐述和表达上应完整准确，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独特性和感召力。

４．２．３　安全承诺传播

企业的安全承诺需要在内部及外部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传播，涉及不同的传播方式，选择适当的

传播频度，达到良好的认知效果。

４．２．４　安全承诺认同

考察企业内部对企业安全承诺的共鸣程度，主要包括：安全承诺能否得到全体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

的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企业领导能否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全体员工能否切实把承诺内容应用于

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实践当中。

４．３　安全管理

４．３．１　安全权责

企业的安全管理权责分配依据的原则、权责对应或背离程度以及在实际工作当中的执行效果。

４．３．２　管理机构

企业应设置专人专职专责的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充足的、符合要求的人力、物力资源，保障其独立

履职的管理效果。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及人员应当具有明确的管理权力与责任，在权责的分配上应充分

考虑企业安全工作实际，有效保证管理权责的匹配性、一致性和平衡性。

４．３．３　制度执行

企业安全管理的制度执行力度与障碍情况。

４．３．４　管理效果

结合企业实际，从安全绩效改善程度、应急机制完善程度、事故与事件管理水平等方面，客观评估企

业安全管理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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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安全环境

４．４．１　安全指引

企业应综合运用各种途径和方法，有效引导员工安全生产。主要从安全标识运用、安全操作指示、

安全绩效引导、应激调适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估。

４．４．２　安全防护

企业应依据生产作业环境特点，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安装有效的防护设施和设备，提供充足的个体

防护用品。

４．４．３　环境感受

环境感受是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综合感观和评价，是对作业环境的安全保障效

果的主观性评估。主要从作业现场的清洁、安全、人性化等方面，考察员工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满意度。

４．５　安全培训与学习

４．５．１　重要性体现

企业各级人员对安全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直接体现在培训资源投入力度，培训工作的优先

保证程度及企业用人制度等方面。

４．５．２　充分性体现

企业应向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机会，根据实际需要和长远目标规范培训内容，科学设置培训课时，

竭力开发、运用员工喜闻乐见的有效培训方式。

４．５．３　有效性体现

科学判断企业安全培训的实施效果，主要从员工安全态度的端正程度、安全技能的提升幅度、安全

行为和安全绩效的改善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估。

４．６　安全信息传播

４．６．１　信息资源

根据安全文化传播需要，企业应分别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安全技术信息库、安全事故信息

库和安全知识信息库等各种安全信息库，储备大量的安全信息资源。

４．６．２　信息系统

企业围绕安全信息传播工作，设置专职操作机构，建立完备的管理机制，搭建稳定的信息传播与管

理平台，创造完善齐全的信息传播载体。

４．６．３　效能体现

根据员工获取和交流企业安全信息的便捷程度，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有效到达率、知晓率和开放程

度，综合衡量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

４．７　安全行为激励

４．７．１　激励机制

围绕安全发展这一激励目标，企业应建立一套理性化的管理制度以规范安全激励工作，实现安全激

励制度化，保证安全绩效的优先权。

４．７．２　激励方式

根据企业实际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采取最可靠、最有效的安全激励方式。

４．７．３　激励效果

员工对企业安全激励机制、激励方式的响应体现为绩效改善与行为改善的正负效应。

４．８　安全事务参与

４．８．１　安全会议与活动

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定期举办以安全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鼓励并邀请相关员工积极参与。

４．８．２　安全报告

企业应建立渠道通畅的各级安全报告制度，确保报告反馈的及时、高效，注重各种报告、处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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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开、共享。

４．８．３　安全建议

企业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安全建议制度，疏通各种安全建议渠道，以及时反馈、择优采纳等实际行动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建议。

４．８．４　沟通交流

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创造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氛围，实现企业各层级员工有效的纵向沟通和横向交

流，同时及时与企业不同层面的合作伙伴互通安全信息。

４．９　决策层行为

４．９．１　公开承诺

企业决策层应适时亲自公布企业相关安全承诺与政策，参与安全责任体系的建立，作出重大安全

决策。

４．９．２　责任履行

在企业人事政策、安全投入、员工培训等方面，企业决策层应充分履行自己的安全职责，确保安全在

各工作环节的重要地位。

４．９．３　自我完善

企业决策层应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加强与外部进行安全信息沟通交流，全面提高自身安全素质，

做好遵章守制、安全生产的表率。

４．１０　管理层行为

４．１０．１　责任履行

企业管理层应明确所担负的建立并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改善安全绩效等重要安全责任，并严

格履行职责。

４．１０．２　指导下属

企业管理层应对员工进行资格审定，有效组织安全培训和现场指导。

４．１０．３　自我完善

企业管理层应注重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积极完善自我，加强沟通交流。

４．１１　员工层行为

４．１１．１　安全态度

主要从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法律意识和安全行为意向等方面，判断员工对待安全的态度。

４．１１．２　知识技能

除熟练掌握岗位安全技能外，员工还应具备充分的辨识风险、应急处置等各种安全知识和操作

能力。

４．１１．３　行为习惯

员工应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积极交流安全信息，主动参与各种安全培训和活动，严格遵守规

章制度。

４．１１．４　团队合作

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同事之间要增进了解，彼此信任，加强互助合作，主动关心、保护同伴，共同促进

团队安全绩效的提升。

５　减分指标

５．１　死亡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死亡事故，则视情况（事故性质、伤亡人数）扣减安全文化评价

得分５～１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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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重伤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重伤事故，则视情况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分３～１０分。

５．３　违章记录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企业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记录情况，视程度扣减安

全文化评价得分１～８分。

６　评价程序

６．１　建立评价组织机构与评价实施机构

企业开展安全文化评价工作时，首先应成立评价组织机构，并由其确定评价工作的实施机构。

６．１．１　企业实施评价时，由评价组织机构负责确定评价工作人员并成立评价工作组。必要时可选聘有

关咨询专家或咨询专家组。咨询专家（组）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由评价组织机构明确。

６．１．２　评价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熟悉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相关业务，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与沟通能力；

———具有较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实施专业知识；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评价项目负责人应有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经验，熟悉评价指标及评价模型。

６．２　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评价实施机构应参照本标准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中应包括所用评价方法、评价样本、访

谈提纲、测评问卷、实施计划等内容，并应报送评价组织机构批准。

６．３　下达《评价通知书》

在实施评价前，由评价组织机构向选定的样本单位下达《评价通知书》。《评价通知书》中应当明确：

评价的目的、用途、要求、应提供的资料及对所提供资料应负的责任以及其他需在《评价通知书》中明确

的事项。

６．４　调研、收集与核实基础资料

根据本标准设计评价的调研问卷，根据《评价工作方案》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资料

收集可以采取访谈、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家现场观测、查阅有关资料和档案等形式进行。评价人员

要对评价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进行认真检查、整理，确保评价基础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评价工作人

员应对接触的资料内容履行保密义务。

６．５　数据统计分析

对调研结果和基础数据核实无误后，可借助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ＳＡＳ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然后根

据本标准建立的数学模型和实际选用的调研分析方法，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６．６　撰写评价报告

统计分析完成后，评价工作组应按照规范的格式，撰写《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报告》，报告评价

结果。

６．７　反馈企业征求意见

评价报告提出后，应反馈企业征求意见并作必要修改。

６．８　提交评价报告

评价工作组修改完成评价报告后，经评价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送评价组织机构审核确认。

６．９　进行评价工作总结

评价项目完成后，评价工作组要进行评价工作总结，将工作背景、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形

成书面报告，报送评价组织机构。同时建立好评价工作档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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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测评计分方法

犃．１　评分方法

ａ）　评分时，只对三级指标进行实际打分，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通过相应的数学公式和计算方

法计分。

ｂ）　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每个指标的最高分为１００分，最低分为０分。

ｃ）　以“基础特征”指标系的评分作为示例，其他指标系及总分的评分可参考此例。

表犃．１　测评方法示例

一级指标系：基础特征

二级指标
权重

犖犻
三级指标

权重

犓犻
测评方法

评分

犕犻

优：８０～１００分　　良：５０～８０分　　一般：０～５０分

企业状态特征 ０．０６

成长性 ０．３４

竞争性 ０．２７

赢利性 ０．３９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

企业文化特征 ０．１８

开放性 ０．２１

凝聚力 ０．１８

沟通交流 ０．１９

学习氛围 ０．２

行为规范 ０．２２

小组座谈

问卷调查

现场观察

企业形象特征 ０．０９

知名度 ０．４２

美誉度 ０．５８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

企业员工特征 ０．２６

教育水平 ０．２

工作经验 ０．２７

操作技能 ０．２８

道德水平 ０．２５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企业技术特征 ０．１９

技术先进 ０．３６

技术更新 ０．２２

安全技术 ０．４２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监管环境 ０．１７

监管力度 ０．４５

法规完善 ０．５５

问卷调查

经营环境 ０．０２

人力资源 ０．３２

信息资源 ０．３８

经济实力 ０．３

资料收集及分析

文化环境 ０．０３
跨民族文化 ０．５２

地域文化 ０．４８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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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计算公式为

犑＝∑
狀

犻＝１

犓犻犕犻；犈＝∑
狀

犻＝１

犖犻犑犻

　　式中：

犑———二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犓犻———三级指标权重；

犕犻———三级指标评分值；

狀———三级指标的个数；

犈———一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犖犻———二级指标权重。

犃．３　总分计算公式

犣＝∑
狀

犻＝１

犣犻犈犻

　　式中：

犣———对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测评的总分；

犣犻———一级指标权重。

每个一级指标的考核得分乘以各自对应的权重，然后加和得到企业安全文化测评总分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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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评价指标参考权重

犅．１　权重分配说明

表犅．１　各级指标的权重分配数值

一级指标：基础特征 （权重０．０６）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企业状态特征 ０．０６

成长性 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与发展前景 ０．３４

竞争性 企业在行业中地位与市场竞争力 ０．２７

赢利性 企业盈利状况及盈利预期 ０．３９

企业文化特征 ０．１８

开放性 对外来文化和文化变革的态度 ０．２１

凝聚力 员工对企业和同伴的信赖程度 ０．１８

沟通交流 注重内部及与外部的沟通交流 ０．１９

学习氛围 企业及员工对待学习的普遍态度 ０．２

行为规范 员工行为方式的规范化程度 ０．２２

企业形象特征 ０．０９

知名度 企业或品牌在行业排名或社会知晓 ０．４２

美誉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０．５８

企业员工特征 ０．２６

教育水平 员工受教育程度 ０．２

工作经验 员工平均工作年限或重点岗位员工平均工作年限 ０．２７

操作技能 操作技能熟练或胜任工作的员工比例 ０．２８

道德水平 员工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水平 ０．２５

企业技术特征 ０．１９

技术先进 主要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在行业内的先进程度 ０．３６

技术更新 在技术更新方面的投入与实施 ０．２２

安全技术 安全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 ０．４２

监管环境 ０．１７

监管力度 地方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水平与监管能力 ０．４５

法规完善 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完善程度 ０．５５

经营环境 ０．０２

人力资源 本地区人力资源供给 ０．３２

信息资源 本地区可利用信息资源 ０．３８

经济实力 本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０．３

文化环境 ０．０３

跨民族文化 本地区重要的民族风俗习惯、礼仪传统 ０．５２

地域文化 本地区显著的区域文化特征 ０．４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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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一级指标：安全承诺 （权重０．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承诺内容 ０．２７

完整全面
逐一阐述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安全目标和安

全方针
０．４

理念先进 所述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 ０．３９

求真务实 符合本企业实际切实可行 ０．２１

安全承诺表述 ０．２２

阐述准确 完整准确地传达内涵 ０．２７

语言精炼 核心理念易于理解和记忆 ０．２１

独到性 受众印象深刻 ０．１８

感召力 感染受众引发共鸣 ０．３４

安全承诺传播 ０．２１

传播方式 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和传播者 ０．３

传播频度 时间频度与空间频度 ０．２８

受众知晓率 员工与相关方知晓率和记忆率 ０．４２

安全承诺认同 ０．３

领导示范 决策层成为实践安全承诺的表率 ０．３

员工认同 员工深刻理解并认同安全承诺的内涵，并以实际行为履诺 ０．４２

管理实践 管理层身体力行履行企业安全承诺 ０．２８

一级指标：安全管理 （权重０．０７）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权责 ０．３

权责明确 企业各级人员拥有明确的安全权责 ０．４７

权责匹配 企业各级人员的岗位权限与责任应匹配 ０．５３

管理机构 ０．２１

机构设置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设置情况 ０．３

独立履职 充分独立履行职责并可直接向最高领导报告 ０．３７

资源配置 充足的人员、经费和装备 ０．３３

制度执行 ０．１６

制度保障 从制度上充分保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０．３１

管理权限 安全管理的权威性、独立性 ０．２９

制度执行 保证制度执行有效的具体方法 ０．４

管理效果 ０．３３

绩效改善 各种安全绩效指标的确立与实现 ０．５２

应急效能 企业应急系统的完善程度 ０．２３

事故与事件管理 对各种事故、事件的管理与持续改进 ０．２５

一级指标：安全环境 （权重０．０８）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指引 ０．２７

视觉识别 参照国家标准正确设置安全视觉识别系统 ０．２４

作业指导 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知识技能培训 ０．２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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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一级指标：安全环境 （权重０．０８）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指引 ０．２７

宣传教育
建立并有效利用各种媒介为员工和相关方进行安全宣传

教育
０．２

安全活动 企业积极组织并鼓励促进安全绩效的活动 ０．１７

应激调适
建立应激调适机制使员工产生应激反应时可得到有效的心

理咨询
０．１６

安全防护 ０．３９

群体防护
企业对危险作业场所、危险源和危险设备设施配置有效的

安全防护装置
０．４６

个体防护 企业为员工配备并定期检查、更换必需的个体防护用品 ０．５４

环境感受 ０．３４

安全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０．４１

舒适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舒适感或不舒适感 ０．２９

满意度 员工对作业环境的整体满意度 ０．３

一级指标：安全培训与学习 （权重０．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重要性体现 ０．２８

培训投入 企业对安全培训制定充足的财务预算并执行 ０．２５

优先保证 安全培训与其他工作冲突时会得到优先保证 ０．２６

资源建设 培训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可以充分满足需求 ０．２２

上岗资格 建立并严格执行经安全培训合格方可上岗的用人制度 ０．２７

充分性体现 ０．２６

培训机会 每位员工都有机会接受安全培训 ０．２８

培训课时 员工可接受满足法规要求或超过要求课时的安全培训 ０．２３

培训内容 针对员工实际需要并注重安全行为习惯培养 ０．２６

培训方式 员工乐于接受或基本满意 ０．２３

有效性体现 ０．４６

态度变化 员工安全意识与安全态度的变化 ０．２３

技能提升 员工安全知识技能的提升 ０．２６

行为改善 员工行为方式的改善 ０．２９

绩效改善 个人安全绩效与组织安全绩效的改善 ０．２２

一级指标：安全信息传播 （权重０．０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信息资源 ０．３１

管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 ０．２３

技术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技术信息库 ０．１８

事故信息 建立和完善事故、事件信息库 ０．３１

知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知识信息库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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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一级指标：安全信息传播 （权重０．０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信息系统 ０．３４

管理机制 建立完备的信息与传播管理机制 ０．２５

平台建设 建立稳定的信息管理与传播平台 ０．３９

传播载体 建立足够的信息传播媒介 ０．３６

效能体现 ０．３５

便捷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 ０．１９

知晓率 员工可以充分知晓信息 ０．３３

交互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交流信息 ０．２１

公开性 重要安全信息公开发布 ０．２７

一级指标：安全行为激励 （权重０．０８）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激励机制 ０．２７

制度化 建立安全激励制度或制度条款 ０．２８

优先权 所有激励中均将安全绩效指标作为首要指标 ０．２５

完善度 所有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行为与成绩均会受到鼓励 ０．２１

导向性 惩罚体现不注重错误本身而注重汲取教训的原则 ０．２６

激励方式 ０．３６

领导示范 决策层和管理层成为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表率 ０．１９

榜样树立 企业树立了安全生产的各类榜样 ０．２

物质奖励 企业设有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 ０．２２

荣誉待遇 企业设有各种荣誉称号并给予相应待遇 ０．２１

提拔升迁 提拔重用安全业绩优异的员工 ０．１８

激励效果 ０．３７

广泛知晓 所有激励被员工广泛知晓 ０．２２

绩效改善 促进了员工个人与团队安全绩效的改善 ０．２７

行为改善 促进了员工行为的改善 ０．２９

正面效应 奖励与惩罚均不导致员工的消极态度或消极行为 ０．２２

一级指标：安全事务参与 （权重０．０８）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会议与活动 ０．１７

安全会议 企业定期邀请员工代表参加有关安全会议 ０．５３

安全活动 企业鼓励员工开展和参与各种安全活动 ０．４７

安全报告 ０．３５

报告制度
企业建立并不断完善有关事故、事件、隐患、缺陷等的安全

报告制度
０．３

报告渠道 保持员工报告渠道通畅和便捷 ０．２６

反馈效率 及时反馈报告处理结果并鼓励报告者 ０．２

信息共享
员工及时知晓事故、事件、隐患、缺陷等信息并获得针对性

培训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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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一级指标：安全事务参与 （权重０．０８）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建议 ０．２６

建议制度 企业建立鼓励员工安全建议的制度并不断完善 ０．２９

建议渠道 保持员工建议渠道通畅与便捷 ０．２７

建议反馈 及时反馈并鼓励建议者 ０．２３

建议采纳 积极采纳有价值的建议促进安全绩效改善 ０．２１

沟通交流 ０．２２

员工间沟通 员工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０．２６

管理层沟通 管理层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０．２４

上下级沟通 上下级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０．３２

承包商沟通 企业与承包商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０．１８

一级指标：决策层行为 （权重０．１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公开承诺 ０．２５

公布安全政策 亲自公布安全承诺与安全政策 ０．４２

建立责任体系 亲自参与建立安全责任制和重大安全决策 ０．５８

责任履行 ０．４１

人事政策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升迁的重要依据 ０．２７

安全投入 保证充分的人财物投入 ０．３８

员工培训 定期对员工做行为观察与安全培训 ０．３５

自我完善 ０．３４

知识更新 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并自我学习 ０．３６

外部交流 经常与外部安全专家沟通交流 ０．３１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制度与个人良好安全素质的表率 ０．３３

一级指标：管理层行为 （权重０．１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责任履行 ０．４

明确职责 明确所承担的安全责任并严格履职 ０．２２

完善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与操作规程并确立安全目标 ０．２２

监督合作 部门之间保持安全责任的相互监督与相互配合 ０．２

知识技能 充分掌握满足职责需要的安全管理知识和技能 ０．１９

安全绩效 促进安全绩效的持续改善 ０．１７

指导下属 ０．２７

资格审定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录用与升迁的重要依据 ０．３５

组织培训 有效组织实施安全培训 ０．３３

行为观察 经常到现场观察员工行为并给予指导 ０．３２

自我完善 ０．３３

知识更新 主动学习安全管理知识技能 ０．２２

沟通交流 主动与内外部专家交流安全信息或管理经验 ０．２６

监督检查 定期邀请上级或安监部门或安全专家监督检查安全工作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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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一级指标：管理层行为 （权重０．１１）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自我完善 ０．３３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与个人良好安全素质的

表率
０．２５

一级指标：员工层行为 （权重０．１２）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态度 ０．２３

责任意识 具有对自己并对他人安全健康负责的意识 ０．３５

法规意识 具有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和作业规范的意识 ０．２９

行为意向 具有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进行作业的行为意向 ０．３６

知识技能 ０．２５

岗位技能 安全知识技能与操作技能胜任岗位要求 ０．３７

辨识风险 具备作业前辨识风险并有效防范的能力 ０．３３

应急处置 具备应急自救与互救的技能 ０．３

行为习惯 ０．３２

相互交流 乐于与同伴相互交流安全经验与信息 ０．１６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技能并乐于参加培训 ０．１７

主动参与
主动参加安全活动并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建议或

报告
０．１６

沉着应变 面对变化时善于分析思考并能正确应对 ０．１３

安全确认 作业前首先辨识风险并确认安全防护措施 ０．１８

遵守规范 遵守规范严谨行事 ０．２

团队合作 ０．２

关心他人 主动关心他人安全并善于保护他人安全 ０．２５

相互信任 充分信任同伴的团队精神和安全素质 ０．２８

互助合作 愿意与同伴合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０．２６

团队绩效 以个人安全绩效促进团队安全绩效 ０．２１

犅．２　相关说明

———所有一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１；

———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１；

———每个二级指标所属的三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１；

———应用本《准则》进行安全文化建设评价的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安全文化建设的侧重点

等要素，对部分指标参考权重进行调整，但调整规则必须依照前三条的相关说明。

３１

犃犙／犜９００５—２００８



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水平层级评价

　　本准则依据企业安全文化的测评结果与重要指标特征，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水平分为六个层级，每

个层级都对应一个参考分值和重要指标特征。

将实际测评的分值与参考分值相对照，就可以评估该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水平层级，并可了解该层

级企业安全文化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水平层级划分表”只是作为本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大概处于某种

水平的倾向性判断参考，其“表现特征”并不一定与企业实际情况一一符合。

表犆．１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水平层级划分表

第一层级 本能反应阶段

参考分值 ３５分以下

主要特征

●　 企业认为安全的重要程度远不及经济利益；

●　 企业认为安全只是单纯的投入，得不到回报；

●　 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安全基于对自身的本能保护；

●　 员工对自身安全不重视，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　 员工对岗位操作技能、安全规程等缺乏了解；

●　 企业和员工不认为事故无法避免；

●　 员工普遍对工作现场和环境缺乏安全感

第二层级 被动管理阶段

参考分值 ３５～４９分

主要特征

●　 企业没有或只为应付监察而制定安全制度；

●　 大多数员工对安全没有特别关注；

●　 企业认为事故无法避免；

●　 安全问题并不被看做企业的重要风险；

●　 只有安监部门承担安全管理的责任；

●　 员工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　 多数人被动学习安全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和规程；

●　 企业对安全技能的培训投入不足；

●　 员工对工作现场的安全性缺乏充分的信任

第三层级 主动管理阶段

参考分值 ５０～６４分

主要特征

●　 认识到安全承诺的重要性；

●　 认为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　 安全被纳入企业的风险管理内容；

●　 管理层意识到多数事故是由于一线工人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　 注重对员工行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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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续）

第三层级 主动管理阶段

参考分值 ５０～６４分

主要特征

●　 企业有计划、主动对员工进行安全技能培训；

●　 员工意识到学习安全知识的重要性；

●　 通过改进规章、程序和工程技术促进安全；

●　 开始用指标来测量安全绩效（如伤害率）；

●　 采用减少事故损失工时来激励安全绩效

第四层级 员工参与阶段

参考分值 ６５～７９分

主要特征

●　 具备系统和完善的安全承诺；

●　 企业意识到有关管理政策，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完善是导致事故的常见原因；

●　 大多数员工愿意承担对个人安全健康的责任；

●　 企业意识到员工参与对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重要作用；

●　 关注职业病、工伤保险等方面的知识；

●　 绝大多数一线员工愿意与管理层一起改善和提高安全健康水平；

●　 事故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

●　 员工积极参与对安全绩效的考核；

●　 企业建有完善的安全激励机制；

●　 员工可以方便的获取安全信息

第五层级 团队互助阶段

参考分值 ８０～９０分

主要特征

●　 大多数员工认为无论从道德还是经济角度，安全健康都十分重要；

●　 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无关的事故也要控制；

●　 承认所有员工的价值，认识到公平对待员工于安全十分重要；

●　 一线职工愿意承担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安全健康责任；

●　 管理层认识到管理不到位是导致多种事故的主要原因；

●　 安全管理重心放在有效预防各类事故；

●　 所有可能相关的数据都被用来评估安全绩效；

●　 更注重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　 拥有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安全氛围

第六层级 持续改进阶段

参考分值 ９０分以上

主要特征

●　 保障员工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安全健康，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　 员工共享“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体面工作”的理念；

●　 出于对整个安全管理过程充满信心，企业采用更多样的指标来展示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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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续）

第六层级 持续改进阶段

参考分值 ９０分以上

主要特征

●　 员工认为防止非工作相关的意外伤害同样重要；

●　 企业持续改进，不断采用更好的风险控制理论和方法；

●　 企业将大量投入用于员工家庭安全与健康的改善；

●　 企业并不仅仅满足于长期（多年）无事故和无严重未遂事故记录的成绩；

●　 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成为多数员工的一种固有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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