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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整公司治理，实现过程安全——高危行业高层领导指南》的原文由 OECD 发布。本中文文本并非 OECD 的官方译本，如果英文

原文与译本之间出现任何分歧，应仅以原文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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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
是由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太地区 34 个工业化国家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

员国通过会谈协调各国政策，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携手应对国际问题。经合组织的绝大部分工作

通过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 200 多个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完成。在经合组织拥有特殊地位的若干国

家和来自有关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出席经合组织的许多研讨会和其他会议。经合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

秘书处下设司和部，为各个委员会和工作组提供支持。 

经合组织环境、健康和安全部出版十个不同系列的免费文件资料，分别为：测试与评估；实验室良

好管理规范与合规监察；杀虫剂与杀菌剂；风险管理；生物技术监管规章的协调一致；新型食品与

饲料安全性；化学事故；污染物释出及转运申报制度；排放情景文件（ESD）和纳米材料制造安全

性。经合组织的万维网网站（www.oecd.org/ehs/）提供更多有关经合组织环境、健康和安全计划以

及相关出版物的信息。 

经合组织调整公司治理，实现过程安全的工作由化学事故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Chemical 
Accidents，英文简称为“WGCA”）负责开展。“化学事故工作计划”（Chemical Accidents Programme）
主要涉及如下三个领域的工作：制定化学事故预防、准备及响应的通用指导原则；分析共同关心的

问题并就最佳实践提供建议；并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以及非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和经验共享提供便

利。化学事故工作计划由经合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实施。本计划有助于政府主管机构、业界、

劳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预防化学事故，并在事故发生时作出适当的反应。 

本出版物在“组织间化学品良效管理机制”（Inter-Organization Programme for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简称 IOMC）的背景下编写。本出版物的内容不一定反映 IOMC 参与机构的个别观

点或政策。 

根据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提出的建议，IOMC 于 1995 年成立，旨在加强化

学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协调。参与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ILO）、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

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IOMC 的宗旨是促进

各参与机构政策和活动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化学品的有效管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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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化学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已习惯于享受并依赖这些行业为我们日常生活带

来的巨大好处。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人们犯下的错误或者那些无法预见的事

故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给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并使我们遭受财产损失。由于事故会造成企业业务中

断或者信誉丧失，它们会对企业商业经营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社会对那些本可避免的事故、特

别是因风险控制力度不够导致的灾难性事故的容忍程度越来越低。因此，本指南旨在引起化工行业

企业高层对高危行业公司治理高标准的重视，协助这些企业取得风险和效益之间的平衡。我们向大

型高危企业的董事、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推荐本手册中列出的简便易行的方法，鼓励他们对照本手册

结尾处列出的自我评估问题，检查各自企业的过程安全治理现状。 

这些指导原则被整个行业的采用和实施，将有力证明全行业采用高标准治理公司，实现过程安全的

决心，并有助于最终实现全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于本出版物 

本《调整公司治理，实现过程安全》指南的编写是经合组织化学事故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识别

为实现过程安全需要调整的关键公司治理要素。本出版物的内容与《经合组织化学事故预防、准备

及响应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安全绩效指标编制指南》兼容。 

本出版物是在经合组织企业领导力指导小组的监督下，由一大批来自各个国家和组织的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专家合作努力的成果。《调整公司治理，实现过程安全——高危行业高层领导指南》汇集了

这个多样化国际专家组的集体经验，旨在建立化工行业安全工艺的“最佳实践”。 

高层领导 

本指南为化工、石化、石油和其他高危行业的高层领导所编制。在本出版物中，高层领导指在一家

企业中有权影响企业经营方向和企业文化的首席执行官、总裁、董事会成员（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

事）、总监或其它高级工作人员。高危行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无论是股东、监管机构还是其他利

害关系人，也将从本指南中获益。 

高危行业 

本指南主要针对化工、石化和石油行业编制。其他行业或组织所涉工艺或有害物质可能对厂区内外

的人群或环境造成重大危险的，也可参考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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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安全的代价再高，也比事故的代价要小...”是制造业内人士熟知的一句话。 

大多数危险企业的共性是可能会发生造成大量伤亡、损害人类健康并造成大范围环境破坏的灾害性

事故。化学品和石化产品生产企业、石油天然气勘探和下游生产企业、能源和电厂都涉及复杂工艺，

这些工艺固有的内在风险需要认真管理。针对它们采取的危害控制措施常常复杂难懂。 

“有效的过程安全治理以及良好的安全治理文化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维持本行业生存的必备条件。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的领导承诺采用过程安全管理原则保护我们的员工、社区和资产。”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Mohammed Al-Mady 

安全生产与企业的持续成功二者密不可分。从长远来看对过程安全管理不善的企业将无法实现良好

的业绩，而对重大危害控制不当的企业将付出昂贵代价。此外，社会和政府应对重大灾害性事件时

往往需要采用对整个行业部门适用、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适用的更严厉的法律和控制标准，如对所有

成员国都具有约束力的欧盟指令。 

重大事故不仅会对企业的盈利造成影响——严重时

还会造成企业血本无归。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表

明，重大事故会对企业的资金成本、收入、保险成本、

投资信心和股东价值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企业为

什么还要甘冒风险来经营呢？ 

因为如果能妥善地进行过程安全管理，企业会获得巨

大的回报。 

适当的过程安全管理需要从董事会开始，由高管带头

自上而下地进行。董事会为整个企业确立过程安全愿

景和企业文化，董事会决议对过程安全结果具有直接

的影响。因此，针对过程安全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是

企业获得可持续经营业绩的必由之路。在建立必要的企业文化，设立领导机制，将过程安全事故出

现频率和严重程度降至最低程度的工作中，很多高危行业企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2001 年，一次巨大的爆炸将位于法国图

卢兹郊区的一家化肥厂夷为平地，事故造

成 31 人死亡，超过 2,500 人受伤，约一

万户住宅严重受损，被迫撤离的家庭总数

超过 1,400 户。爆炸震碎了距离爆炸地点

三公里外的图卢兹市中心建筑物的玻璃，

并在现场形成了一个直径 50 米、深达 10
米的大坑。 

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总额超过 15 亿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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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您自己：据您所知，您的商业决策对厂区风险等级造成哪些影响——不仅包括目前造成的影响，

还包括若干年以后的影响？ 

本指南的宗旨是加强高层领导对过程安全管理的理解，并着重介绍对这一企业业绩重要环节进行积

极管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本过程安全治理框架文件的另一项宗旨是鼓励企业在责任关怀©
（Responsible Care©）1等其他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内可持续发展项目中采用本文所含指导原则。1 

“本过程安全治理指南对过程安全治理问题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简要说明。本指南中讨论的要素也符

合企业领导实施责任关怀的目标，即将有效过程安全管理系统纳入公司治理流程，将其作为企业在

化工行业取得商业成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 ERCO Worldwide 公司总裁（加拿大化学工业协会前任主席）Paul Timmons 

 

                                                        
1 “责任关怀”是化工行业的全球自愿行动，在这一框架下，各公司通过各国家/地区协会携手合作，不断改善他们在健康、安全和环

境方面的绩效并与利益相关方就产品和工艺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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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过程安全管理的商业案例 

我们处在一个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过去的几十年中，接连发生的重大事故已经引起了公

众、利益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注意，这些事故包括 1984 年印度博帕尔的致命毒气泄露事故，近期

的如 2005 年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城炼油厂的爆炸事故和英国邦斯菲尔德油库爆炸事故。

尽管技术知识和管理系统的改善帮助降低了事故风险，但是世界各地仍不断发生各种重大事故，因

此公众期待高层领导能够采取行动改变这一状况。 

通过对过去发生的事故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领导不善和不良的企业文化往往是事故发生的根源，

具体表现在： 

• 企业未能识别失控情况（或可能失控的情况），这往往是由于组织内部不同层级能力欠缺造成

的； 

• 企业在作出战略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缺失或不充分——包括董事会层级对安全绩效指标进行

的监控； 

• 企业未能认识到包括组织机构变化在内的变化所导致的全部后果； 

• 未针对过程安全进行有效管理并采取必要行动。 

2005 年，英国邦斯菲尔德发生的火灾和爆炸以残酷的方式提醒人们如果不充分重视过程安全会发

生什么后果。这次事故造成 43 人受伤，当地社区遭到严重破坏，弥漫在英格兰南部的烟流阻碍了

航空和公路交通运输，并且事故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显而易见。据估计，事故造成的损

失超过 12.5 亿欧元，迄今为止仍是英国历史上发生的代价最高昂的工业灾难。 

高层领导需要认识到企业活动造成的风险，并平衡重大事故风险与企业面临的其他威胁之间的关

系。尽管重大事故鲜有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需要企业领导： 

• 将重大事故当作切实的商业风险来认识； 

• 认识到很多大型高危企业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包括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 

• 认识到应给予过程安全风险管理与财务治理、市场和投资决策等其他业务流程同等的重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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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您自己：如果一个经营者关闭了一个运营成本高昂的工厂，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良好过程安全管理需要高层领导的积极参与。由于高层领导对企业的整体安全和企业文化具有影响

力，因此他们亲自参与企业安全管理相关工作非常重要。 

为了有效预防重大事故，企业领导还需要确认这些意外事件的影响范围及其可能对企业造成的如下

毁灭性后果： 

• 人身伤害，包括死亡和重伤； 

• 环境破坏——例如造成大气、水和土地污染； 

• 生产中断、客户或供应商流失对企业效益造成的损

害； 

• 潜在的巨大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例如资产重置

或修理费用、法律费用和罚款），也包括间接成本（例

如保险费上升以及股东对企业丧失信任而导致的股

价下跌）； 

• 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 对企业声誉造成长期影响，从负面宣传、法律诉讼到

对公司‘品牌’的损害，而且 

• 上述损害会造成企业丧失经营活力，无法持续经营。 

不过，针对过程安全进行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只发挥避免潜在负面影响的作用。良好过程安全管理

还具有积极的商业意义，理由如下： 

对资产和工艺进行良好管理可以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包括： 

• 停工期更短，设备利用率更高； 

• 更容易对维修保养预算进行预测； 

• 工厂和设备的寿命更长； 

• 提高效率和灵活性； 

各国政府不应低估重大事故造成的政治

影响，特别是那些涉及跨境环境污染的事

故。2005 年，中国国家主席不得不签发

致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致歉信，就吉化公司

工厂爆炸案导致超过 100 吨有毒化学品

流入中俄边界的松花江一事向俄方道歉。

泄露的化学品形成了一条 150 公里长的

油污带。由于松花江为附近城市提供用

水，污染导致 400 万人在 4 天时间里无法

获得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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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员工、利益相关方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并 

• 以更低的成本融资并购买保险。 

这些因素让生产调度更加顺畅，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管理人员和员工也同样具有更宽松的工作环

境。 

“过程安全是我们每天努力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行业成功的命脉。领导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我们

的员工和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环境和界限，保证我们的制炼厂和员工每天的安全。” 

中石油-英力士第 2 合资公司首席执行官 Gary Haywood 

美国化学过程安全中心《过程安全商业案例》中提供了有关过程安全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更多信息。

本指南还包括了一组七个步骤，遵循这七个步骤将有助于企业过程安全管理项目的有效实施。 

高可靠性组织（HROs） 

高可靠性组织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产无差错的企业。高可靠性组织具备的两项基本特质为： 

• 具备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即他们从来都不会有任何自满情绪。例如，即使已经十年没有发生

过事故，他们也不会假定事故不会突然发生。 

• 他们将介入门槛标准设定得非常低，即便对微弱的问题信号也做出强烈的响应。如果发现异常

情况，他们很可能停止运营并开展调查。这意味着与加工工业的普遍情况相比，他们对“误报

警”的容忍程度更高。 

以往事故的经验教训表明，强大的过程安全领导力在防止灾难发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各个行

业学习和贯彻这些经验教训对于防止将来类似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2010 年，“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的爆炸导致 11 人丧生，事故在墨

西哥湾造成了大规模石油泄露。事故导致英国石油公司（BP）的首席执行官接受美国国会质询，

股东对公司的信心受损，公司的股票大跌。后来，BP 公司对其上游业务进行了重组，变更了安全

和运营风险管理方式，现在 BP 公司的安全和风险管理工作由级别最高的一名管理人员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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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还必须了解其运营国家的各种不同的监管要求。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具有如下特点： 

• 为董事会、机构和个人设定了具体的重大事故预防法律责任，以及 

• 在出现由于严重管理失误导致的致死事故时，要求企业承担公司过失致人死亡等罪责。 

各国的监管机关在确定应由谁为事故承担最终责任时，越来越倾向于让企业组织结构中最高级别的

管理人员承担责任。 

“作为化工企业，安全是我们经营的基本保障。在巴斯夫，我们企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安

全方面从不妥协’。由于重大事故的后果严重，因此过程安全的重要性尤其突出。良好的过程安全

能够保障我们的员工和社区的安全，保护企业周边环境，保护我们的信誉并保证企业能够取得经营

成功。我们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一系列有力措施来降低过程安全风险，包括注重安全的工厂设计和

创优安全工厂运营等。” 

巴斯夫首席执行官 Kurt Bock 

重点自检问题 

• 您是否了解本企业的重大事故风险有哪些？ 

• 您是否了解本企业的主要薄弱环节有哪些？ 

• 您为弥补这些薄弱环节采取了哪些措施？ 

• 您对风险等级的关心程度如何？ 

• 您对本企业各安全系统能够运转正常是否有信心？ 

• 您是否既寻找‘坏消息’，也寻找好消息？ 

• 如果出现事故，您会责备谁？其他人还是您自己？ 

• 您是否已经竭尽全力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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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的过程安全基本要素 

强大的领导力至关重要，因为领导力是企业文化的中心，而企业文化影响着员工行为和企业的安全

运营。尽管可以将过程安全工作授权他人完成，但是高层领导应承担最终责任并接受问责，因此对

于他们来说，促进企业安全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营造一种全体员工防患于未然，共同努力实现无差错工作的企业文化对于实现过程安全是必不可

少的。这种企业文化必须在企业内部各层级领导的正确引导之下方能形成。” 

道康宁公司首席执行官 Bob Hansen 

 

 

行动 风险意识 

能力 信息 

领导力与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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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企业文化： 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高管应当为企业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并做到下列几点： 

 

 将过程安全列入其议事日程并优先处理，对那些可能出现问题的领域保

持警觉。 

 鼓励员工提出过程安全问题，或对需要处理的坏消息进行汇报。 

 在推动企业过程安全以及相关探讨分析工作中起到榜样作用。 

 在将适当的过程安全责任授权给能够胜任的人员完成的同时，继续承担

整体责任并接受问责。 

 亲临企业办公场所和厂区，提出问题并不断要求企业寻找薄弱环节并找

到持续改进的途径。 

 促进“企业安全文化”在整个企业内部的认知度和接受度。2 

风险意识：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导应全面了解企业的薄弱环节和风险，并且： 

 

 了解过程安全对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生产设施的

设计、运营和维护阶段，还是这些场所的仓储、物流以及停止运行的阶

段。 

 了解在安全风险和事故之间设置的关键性的、不同层次的保护措施，并

不断强化这些措施。 

 确保为风险的分析、优先处理和管理建立适当和一致的管理系统，包括

严格管理人员、技术和设施的变更流程。 

 亲自参与对拟议缩减预算可能对过程安全造成影响的风险评估，并提供

激励计划，不鼓励在牺牲过程安全的基础上增加产量的做法。 

 负责制定应急预案，为过程安全事故造成的各种后果作出准备，应急预

案中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 

 了解设施设备的有害物质涉及的危险与风险。3 

 

                                                        
2参见《经合组织指导原则》第 2.a 条了解更多指导原则。 
3参见《经合组织指导原则》第 2.b 条了解更多指导原则。 

领导力与

企业文化 

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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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导确保在数据基础上制定过程安全计划，并且： 

 

 确保企业对稽查和评估结果进行分析。 

 对厂区和公司层级的过程安全关键绩效指标和险些发生事故的情况

进行监督。 

 具备有助于监督过程安全企业文化和管理系统健全程度的测量指标。 

 在本企业内部并与其他高风险企业一起，积极共享经验和知识，确保

对经验和知识的适当、有效的跟进。 

 建立安全管理系统，并监督/审查系统落实情况。寻找持续改进的机

会。4 

 

能力：为确保本企业有能力管理运营安全风险，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导应具备以下能力： 

 

 了解向员工询问哪些问题，并知道必要的跟进行动有哪些。 

 确保企业各个级别都配备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工程人员和操作人员。 

 确保企业不断开发过程安全专业技术，并学习新法规和指导原则。 

 为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危险和风险分析、有效的培训和潜在事故综合

情境分析分配必要的资源和时间。 

 既依靠相关人员的专业技术，也不忘听取专家意见。企业领导应当建

立一套程序或制度，确保在为商业项目或活动作出决策时取得专家的

过程安全建议。 

 确保企业对承包商和第三方的过程安全能力进行监督和审查。 

  能够就过程安全的关键环节与内部和外部受众进行公开沟通。 

                                                        
4参见《经合组织指导原则》第 2.d 条、第 f 条、第 14 条和第 15 条了解更多指导原则。 

信息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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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领导应参与主动监督和规划的阐述和推动工作，并应当： 

 

 保证企业的行为符合公司过程安全政策。 

 安全措施应尽量融入设施设备的早期概念设计和工程设计阶段，以确

保设施设备内在（固有）的安全性。5 

 将过程安全考量纳入重大资本投资、长期规划和并购整合一体化工作

中。 

 确保为企业所有厂区以及公司层面制定并维持相同的过程安全风险

降低计划和应急响应计划，并为这些计划的落实提供充足资源。 

 确保过程安全风险降低计划的落实，并审查计划在厂区和公司层级的

进展。 

 在稽查结束后，以及在针对所有事故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险些发生

的事故进行根本原因的彻底调查后，监督纠正措施的实施和完成情

况。 

 

“在陶氏化学公司，环境、健康和安全（EH&S）和过程安全工作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是

我们企业取得经营成功的关键。我们在生产无害产品的同时，能够杜绝意外工艺事故，这对陶氏化

学公司实现愿景和经营理念十分关键。通过与业界和行业协会合作，经合组织能够进一步强化良好

过程安全实践和企业领导力对全球众多制造企业的重要性。” 

陶氏化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ndrew N. Liveris 

                                                        
5参见《经合组织指导原则》第 2.c.4 条了解更多指导原则。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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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自我评估问题 

您的过程安全管理工作完成得如何？ 
如下自我评估旨在了解您所在企业过程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按照公司过程安全治理原则，这些问

题应由高层领导来回答：在现阶段，请不要将这些问题转给本企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经

理回答，请尽可能地自己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完毕后，您应该与本企业员工讨论如何弥补从中发现

的任何差距、取得更多的信息或了解对已知差距进行弥补的工作的进展情况。请采用“交通信号灯”

评分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1 = 对，我可以很容易证明此点  

2 = 不确定，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  

3 = 不，我认为这里存在差距  
 

领导力与企业文化 

 

   

贵企业是否具有一项以实现过程安全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政策，其中规

定了与过程安全相关的管理目标、规定承诺和公司活动？ 
   

贵企业是否在所有董事会会议的议程中纳入了过程安全问题？    

贵企业是否指定了一位董事会成员专门负责过程安全？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积极消除任何阻碍向管理层上报‘坏消息’的壁垒，并

促进公开交流过程安全问题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例如从最基层到最高

级领导或从国内董事会到海外总部的直接沟通途径）？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走出去访问工厂，并开展安全巡视、稽查或检查？    

您和高层领导在你们的个人目标/绩效协议中是否包括了与过程安全相

关的绩效目标？ 
   

与公司短期预算限制和盈利能力相比，您是否更重视长期的过程安全

保证？ 
   

无论企业的分支机构位于全球任何地方，您是否都会实施相同的安全

标准？ 
   

 

领导力与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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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意识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了解与本公司运营相关的过程安全风险？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了解预防、控制和降低重大过程安全风险的方法？    
为了确保安全系统运转的有效性并寻找薄弱环节，贵企业是否作出了

相关安排（例如采用检查结果、趋势分析、过程安全绩效指标等）？ 
   

在分配或降低预算时，您和高层领导是否根据不同工厂/厂区的经营年

限、条件、环境、危害特点、以往业绩、意外事故等具体情况进行综

合考虑？ 

   

贵企业是否具有一套变更管理程序，对变更的过程安全影响进行评

估？变更包括改造、组织机构调整或当地环境的变化（例如：公司职

能的丧失、新工艺或修改后的工艺、裁员、新危害或新污染物等外部

环境的变化） 

   

在并购大型高危机构前，贵企业是否开展了尽职调查？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确保企业的激励计划不鼓励以牺牲过程安全为代价

而增加产量？ 
   

    

信息 

 

   

贵企业是否具备过程安全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纳入范围更为广泛的

安全健康环保质量（HSEQ）管理系统中）？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积极主动地获取与厂区过程安全相关的信息？    
贵企业的过程安全稽查是否不仅基于合规需要，而是也为确保安全程

序能够实现有效风险控制而实施？ 
   

您是否对承包商进行稽查以确保他们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您是否具备一套现行有效的、与本企业厂区风险程度相称的过程安全

绩效指标，包括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缺陷率或危险趋势？ 
   

 

风险意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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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续上页） 

 

   

企业在向您和高层领导提交过程安全绩效指标时，是否为说明企业经

营情况而对各项指标设立的目的和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 
   

您是否参与了外部行业级别的项目（例如那些由行业协会组织的项

目），并了解这样的项目对于本行业改善过程安全发挥了哪些作用？ 
   

您和高层领导从本企业内部其他厂区或外部其他企业厂区发生的意外

事故中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 
   

在适当情况下，您是否将自己从本企业发生的意外事故中学到的经验

教训与其他外部机构分享？ 
   

贵企业是否发布有关本企业的过程安全绩效信息（例如：在贵企业的

年报中）？ 
   

    

能力 

 

   

您和高层领导与过程安全相关的职能和责任是否作出了明确规定？    
可能对过程安全产生影响的所有员工（包括您和高层领导）是否都具

备实现有效过程安全管理的能力？ 
   

为实现过程安全，您和高层领导是否接受过公司治理培训？    
您和高层领导在任期间是否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提高自身的过程安全治

理能力以及对过程安全绩效决策的长期后果进行评估的能力？ 
   

在作出商业决策时，您是否考虑过潜在的过程安全风险？    
在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时，您是否在过程安全问题上继续发挥“智能

客户”（intelligent customer）的作用？ 
   

尤其在将一大块业务外包时，您是否考虑承包商、供应商或客户所带

来的风险？ 
   

 

 

信息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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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贵企业是否确保企业经营活动与行为与公司的过程安全政策和程序相

符？ 
   

贵企业是否对企业各个组成部分实施优先的过程安全风险降低/改进计

划？ 
   

在工厂和公司层级，贵企业是否为过程安全风险降低/改进计划提供了

充足的资源，对计划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并在适当时加快推进计划活

动的进程？ 

   

贵企业是否确保为减轻重大事故后果提供充足的资源？    
在并购完成后，贵企业是否作出相关安排，识别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

业之间的过程安全差距并对被并购企业过去使用的系统和程序进行管

理？ 

   

您和高层领导是否对重要稽查和评估结论进行审查，并在适当时加快

采取行动？ 
   

针对在重要稽查、检查、调查和变更管理评估工作中确定的改正行动

的完成情况，您和高层领导是否需要被问责？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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