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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afety production unde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enterprises should formulate safety production plans 
under epidemic conditions, do a good job of online safety training for personnel, focus on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safety production, and report on key processes and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safety.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innovate safety supervision methods, strengthen prior guidance on key processes and 
constructions for safe production, and strictly supervise production in key locations, thereby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safety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resuming production and resuming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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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卫生事件下，要做好安全生产，企业要制定疫情下的安全生产预案，做好人员在线安全培训，注

重安全生产闭环管理，对涉及安全的关键工艺关键施工进行报备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创新安全监

管方式，加强对安全生产关键工艺、关键施工进行事前指导，对重点场所的生产进行严格监管，从而

有效化解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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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安全生产是安全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安全生产是保

护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基本保证。安全生产不仅包括各种产品的生产活动，也

包括各类工程建设和商业、娱乐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经

营活动。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

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 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

健康的事件。如何在公共卫生事件下做好复工复产，是全

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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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

提出，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然而疫

情下，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3 

月 2 日，江苏如东县，江苏郝力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仓库在建工程发生高处坠落事故的同一天，西安市高陵

区，陕西博维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液压机挤压

[1]。2020 年 3 月 4 日，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保定博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检维修过程中，发现反应釜内有春节

前剩余的部分物料没有清理，由于疫情原因，物料已在釜

内已凝固，员工加入乙醇溶液并通入蒸汽加热溶解釜内

凝固物，下班时将蒸汽关小继续供热加温，致使黄体酮车

间发生爆燃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2]。2020 年

3 月 7 日，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29

人死亡。3 月 13 日，浙江省宁波市一建筑工地发生塔吊

坍塌安全事故,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 

由此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下，做

好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刻不容缓。 

2. 公共卫生事件下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下的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面临诸多

问题[3-5]。 

以泉州酒店坍塌事故为例，坍塌事故系房屋改装作

业时发生。初步调查显示,塌楼事故所涉欣佳酒店在建设、

改造、审批等环节存在严重问题。由此可见，在进行房屋

改装作业前的安全审批，以及在房屋改装过程中安全监

管都存在缺失。此次酒店坍塌事件正值疫情防控初见成

效、企业复工复产逐渐步入正轨之时，事故的发生或许与

疫情条件下，社会资源都往防疫抗疫方面倾斜，即便现在

已经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但在全社会防疫抗疫的巨大惯

性作用下，复工复产的企业还存在只重防疫、忽略安全生

产的问题；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全力防疫抗疫的同时，存

在着未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责的问题。 

在分析公共时间下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时，我们需

要多角度入手，从“员工”、“企业”、“政府”三方入手 

3. 公共卫生事件下安全生产薄弱因素的分析 

3.1. 员工因素 

对于员工而言： 

（1）受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员工长时

间的休假导致了其安全意识的淡化，操作水平也因此下

降，重新培训上岗必然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而其中长短

也因人而异，不能做到“即来即用”。 

(2) 复工返岗人员按照属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 一

般需要集中进行医学观察隔离至少 14 日，同时，部分高

风险地区员工并不能按时复工，这就导致了真正投入造

成复工项目能真正投入企业生产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都存在数量上的不足和专业的不匹配，不能完全满足现

场作业需要和监督管理需求，往往会出现施工人员点多

面广人稀、管理人员一岗多兼的情况[6]。  

（3）部分员工在对于企业的安全事故预防工作方面,

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往往会为了自身操作的便利

而出现违规操作,以及忽视安全规范的问题。 

（4）恐惧心理是人类史上进化而来的大脑应激反应，

是用来保护人类免受威胁的本能条件反射[7]。疫情或多

或少会对每个人带来恐惧感和烦躁情绪。同时由于工作

人员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这种恐惧，烦躁尤为明

显。而这些因素又是人本身的能力难以控制或改变的，就

会导致心理压力的调节失常，进而导致心理上的疲惫。疲

劳会使人的惰性增强，警觉能力下降，对工作产生厌倦情

绪、心不在焉，从而引发人为的工作失误，增加发生安全

事故的几率。员工上下班通勤及三餐等担心被感染，对工

作存在抵触情绪，疫情防控氛围强于作业安全意识，使员

工精神过多紧张，分散注意力，导致作业不安全行为，造

成操作失误从而引发安全事故，同时进出检查繁琐的过

程容易导致工人和检查人员产生语言或行为摩擦[8]。 

3.2. 企业因素 

对于企业而言： 

（1） 因为疫情和业务的影响，企业开源节流，有些企

业会减少安全投入。这就导致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懈怠，

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隐患[9]。 

（2） 长时间的无收入导致有些企业“报复性”复工复

产，为了赶进度，抓效益，完成生产目标。再加上疫情条

件下的人员不足，极其容易造成人力物力紧张，在管理上

出现一些漏洞，企业领导的安全管理意识薄弱，安全引领

力不强，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工作不严不细不实、监督检

查不到位、奖励惩罚不到位、职工培训不到位、本质安全

投入不到位等,都导致了事故发生率增加[10]。 

（3）在新冠疫情这一大环境下，为避免人员过于集中，

很多集体活动收到约束，无法正常组织如同集中安全培

训，监理例会，班前后会等，分批进行又会带来效率低下，

繁琐，浪费时间等问题，即使利用信息化技术，也无法弥

补沟通不协调、不彻底的问题，从而为复工复产增加风险 

（4）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双重压力下，使得企业安

全管理者顾此失彼，进而导致风险被显著放大，发生事故

的几率提高。 

3.3. 设备因素 

( 1) 由于企业的安全防护用品通常不会大批量储存，

并且在复工复产初始的时候，可以提供相应安全防护用

品的厂商可能尚未复工复产，这就导致安全生产必备的

防护用品可能出现短缺现象。 

(2) 企业设备在疫情期间长时间的停用，且缺少了

必须的养护，不能确保其仍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倘若不

在复工复产前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检查，维修，放任其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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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就会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概率大大增加。 

3.4. 政府因素 

(1) 在疫情尚未完全过去的时候，相关政府职能部

门将资源倾斜在防疫抗疫上，存在着未能及时有效的履

行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责的问题。 

（2）本次疫情，暴露出我国现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存在短板和不足。“重

应急、 轻预防”“病来重视，病去忽视”的现象仍未完

全扭转，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重大

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四大

体系”建设任重道远[12]。 

4. 公共卫生事件下做好安全生产的对策 

4.1. 企业对策 

对于企业而言： 

（1）加强复工前疫情防控准备工作。制定疫情防控

工作预案，厂区环境卫生整洁，办公场所消毒工作；做好

防疫物资（口罩、消毒水等）与隔离场所的准备工作。 

（2）制定开复工的安全生产工作方案。疫情防控期

间，企业要有序组织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要制定工作方案，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3）严格上岗要求，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利用大数

据，对即将返工的员工进行排摸管控，以及健康管理工作。

要对员工复工前和复工后心理进行疏导。利用互联网等

资源对即将复工的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要做好安全

管理人员的配置配齐等工作，如关键岗位、关键技术人员

未到岗，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可能引发事故的，坚决

不复工复产。 

（4）注重安全生产现场闭环管理。对于重点企业、

重点领域的生产建设实施安全生产闭环管理，以安全生

产为前提，以强化劳动纪律、工作纪律、工艺纪律为保证, 

以安全生产为考核内容，使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

班组和个人。特别针对施工建设工地，要狠抓现场安全防

护，形成一整套横到边、纵到底的企业安全管理网络。 

（5）严格生产建设关键工艺、关键施工报备制度。

企业在生产施工前，要对涉及安全的关键工艺、关键施工

进行报备，确保生产施工各个环节安全有序。 

（6）主要负责人在岗在位。在企业复工复产时期，

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要在岗在位，随时检查本

企业安全生产施工状况，结合疫情和生产实际，对生产施

工做出调整。 

(7) 提前协调备好充足的安全防护物品，与安全防

护用品供货商协调妥善，保证防疫用品到位的同时也要

保证安全防护用品充足 

（8）在复工前对所有的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

设备带病运行。 

（9）明确员工的岗位职责，理顺关系、各负其职,落实

安全监管，避免管理人员一岗多兼现象。 

4.2. 政府对策 

对于政府监管部门而言： 

（1）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防控责任。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把做好疫情下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及时进行研究部署，强化精准支持，帮助企业度过难

关；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对企

业实施分类指导，切实推动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2）突出重点，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对于防疫相关

的企事业单位，要主动上门服务，派驻联络员、安全生产

指导员，帮助企事业单位解决安全隐患和困难问题；对于

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要建立开复工

台账和开复工流程规范，有序组织开工复工；对于一般企

业，要制定复工安全生产指导意见，指导企业平稳开复工。 

（3）创新疫情下安全监管方式。对于已经开复工的

企业，要创新安全监管方式。通过“互联网+”，利用大

数据分析，结合微信、视频及实地检查，因地制宜，一企

一策，既减少人员聚集带来的风险，又做到安全监管。 

（4）加强对企业生产施工中涉及安全的关键工艺、

关键施工事前指导。通过事前介入，将生产施工过程中的

安全隐患可能性降低最低。 

（5）对重点场所的生产要严格监管。对宾馆、酒店、

饭店、商场、集中医学观察点、医疗救治机构、医院、卫

生院、幼托园、中小学校、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加工车间

及员工宿舍、养老院、福利院等建筑,进行“拉网式”检

查,全部登记建档,逐项排查整改。 

（6）严惩非法生产行为。对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对未经报备、擅自开复工的，以及非法

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与个人，要依法予以严惩。 

（7）加强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疫情防控期间，政

府监管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落实领导

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应急预案管理，

做好应急处置力量准备，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及

时高效处置。 

5. 结论 

在疫情防控初见成效，企业有序复产复工条件下，企

业要通过制定疫情下的安全生产预案与人员安全培训，

注重安全生产闭环管理，对涉及安全的关键工艺关键施

工进行报备等方式紧抓安全生产，关注对疫情后复工复

产的员工心理状况，对企业管理做好协调工作，减少乃至

避免一人多岗现象，做好企业复工前设备检查，确保设备

安全运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在兼顾疫情防控任务同

时，通过创新安全监管方式，对安全生产关键工艺、关键

施工进行事前指导，对重点场所的生产进行严格监管等

方式落实部门监管职责，从而降低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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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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