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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情感与理智:
路线图
世界级 HSE 绩效

阶梯推进, 使 HSE 不断走向成

世界级 HSE 绩效涉及的不仅仅

熟, 成为真正地积极主动和创

是机械地应用管理系统 – 它要

生。这样的改进会具有许多优

求从上到下的所有人员都参与到

势, 影响到的远远不只是 HSE

组织活动中来。赢得情感与理智

绩效。随着组织变的积极主动,

旨在帮助组织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工作负荷实际上会有所减少。随

完善:

着信任的不断增强和知情程度的

1. 引路 – HSE 文化阶梯的

不断提高, 让我们在没有额外监

“登顶之路”

督和控制的情况下也能继续工

2. 提供程序与工具, 帮助行为改

作; 审计更加经济有效、更具针

变 – 解决方案的必要组成部

对性, 所花的时间却更少了; 管

分。

理者剩下的工作就是管理了, 而

程序

工人们则继续工作。在更加了

对 HSE 而言, 实现世界级

通向巅峰之路

解情况、明确目标, 并得到信任

绩效的程序应从拥有“到位

“通向巅峰之路”（世界级 HSE

后, 我们就能以一种公正、公平

的”HSE-MS 开始, 最终要实实

绩效）总体上指沿着 HSE 文化

的方式对我们的绩效负责。

在在地“让其付诸实践”。这需

让 HSE-MS 付诸实践, 影响深远

要我们集中关注三个要素:
1. 个人责任

我们理解并接受应该做的事
情, 且知道别人对我们的期
望。
2. 个别后果。

我们理解并接受公平的奖惩
机制
3. 积极主动的干预。

我们安全工作, 因为我们有内
在的动力, 自然而然地做正确
的事情, 而不仅仅因为有人告
诉我们去做。我们希望进行
干预, 并积极参与完善活动。
HSE 文化阶梯 (对文化阶梯的生动介绍)
www.energyinst.org.uk/heartsandminds/cultur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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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三个要素的任何一方面

具体次要素如下:

积极后果

存在不足, 都会抑制行为和文化

• CMS 鉴别风险与控制

• 训导

的变革。我们必须平衡我们的资

• CMS 职责对所有人而言都很

• 认可、赞扬、信任

源和工作,给予各项因素以必要

• 公正、公平的奖励

清晰明了
• 通过对职责一对一的讨论, 形

的关注。
为了实现这一平衡, 应在正确的
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在整个业
务领域, 正确的行动各不相同,
在 HSE 文化成熟度各个不同阶

• 升职
• 感觉更好,健康、安全

成明确认识和热情
• 针对工作任务确认各“HSE

消极后果

七大优先重点”
• 人们接受角色, 并通过有意义

• 训导

段以及局部问题和优先顺序中发

的个人绩效合同承担责任, 而

• 批评、不信任

挥着作用。

这种合同则可驱动新的主动行

• 公正、公平的惩罚

为。

• 解雇

然而, 在整个 EP 中, 情感与理

• 受伤与疾病

智的方法很常见, 将集中在这三

2. 个别后果

个要素和支持进程上。应该从情

我们理解并接受公平的奖

3. 积极主动的干预

感与理智工具箱选择工具和方

惩机制

我们安全工作, 因为我们
有内在的动力, 自然而然

法。
让 HSE-MS 付诸实践的程序就

地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仅

1. 个人责任

是要改变习惯, 采取新的积极主

仅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去

我们理解并接受应该做的

动行为并在新的水平上遵守规

做, 并进行干预, 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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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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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且知道别人对我们

定。应持续表现出欣赏的态度,

的期望。

并给予鼓励。行动与后果之间也

INDIVIDUAL
CONSEQUENCE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与完善活动。

需要有明确和正式的联系, 以强

这是让 HSE-MS 付诸实践的非

这就是我们期望中的“清晰明

化和奖励所需要的行为和行动,

常重要的因素, 但也是最难做到

了”。你知道自己指望别人些什

并劝阻不正确的。

的。这就要求用个人干预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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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以及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同

他人行为, 并接受他人的干预。

意你如何履行这些承诺, 你是否

考核制度也必须体现所追求的目

干预手段被公认为是为了完善

有这样的本领和才干。

标, 在需要训导时, 奖励那些履

而进行的更广泛变革程序的一

行承诺者, 但要有适当的机制。

部分。

为了支持这项内容, 并清除模棱

必须以公正、公平、透明的方式

两可的信息, 这些期望和意图必

立即处理各级不安全行为。我们

有实用的情感与理智工具箱, 提

须是定期讨论的明确责任思路的

业务中的若干项已经有了一些工

供了一种程序和一套工具, 以支

一部分, 以便人们能够只接受他

具, 可以让个人明白他们的 HSE

持最普遍的 HSE 改进方案, 有

们能够履行的部分。这一点的基

行为和行动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后

助于解决我们业务中常见的具体

础是现有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为

果, 应该统一应用。他们提供了

问题。此等工具旨在让那些希望

了支持我们对个人责任的行为,

一个框架, 让所有的人都为他们

提高的人找到自己最佳的前进途

应将具体的工具和方法纳入全球

的行为负责。典型特征是:

径, 基于壳牌国际石油勘探和生

情感与理智工具箱。

产有限公司内外的研究和业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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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它们的设计基于“由你设

要刺激你的愿望了, 你本人及团

场检验和时事评论中都包含了大

计, 为你所用”的原则, 无需顾

队将需要做的就是实现愿望。

量信息。典型的问题就有违规、

问。各级领导可利用这些工具,

不正确的风险评估, 技术型监督

来充当其管辖人员的推进者。

2. 谁来领导程序,如何领导？

者在人事管理技巧方面则有些不

包括:

致力改善的领导应是拥护者和推

足, 对 HSE 管理约定无效。如

• 了解您的文化

进者。他们必须了解, 行为改变

果知道问题所在, 那么就可以使

• 管理违规行为

不能强加于人。过去的教训是,

用具体工具（见图中途径 A）。

• 风险评估矩阵

必须要有领导和协调; 但是, 驱

否则, 你可以利用文化纬度说明

• 持续变革

动和协调任何项目的人必须相信

来确定具体改进方法（见图中途

• 完善监督
•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自己
• 卓越驾驶
• 安全工作
• 获得情景意识 – 三法则
可用的形式有手册、幻灯片演
示、说明书等。

你如何实践?
在执行此路线图以赢得情感与
理智前, 我们需要确认“何必如

使用哪种工具?

此？”只有领导本人具有内在动
力来改变我们的 HSE,这种方法
才能见成效。只有那时候, 我们
组织内部的人才能真正转变观

这些程序。通过他们致力于改

径 B）。使用一般工具, 规划如

念, 面对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利

善, 对别人产生一种推动力, 让

何利用“持续变革”框架和“情

用情感与理智程序, 可确定进行

别人希望参加, 看见利益, 并让

感与理智”方法进行变革, 让每

改善的重要机会, 所以每个要参

他们自己也成为拥护者。在较先

个人一开始就走上正轨。

与的人, 尤其是高级管理者, 必

进的 HSE 文化中, 工作人员会

须看到优势, 并做好准备, 坚持

采取主动, 但不论文化成熟度如

4. 专注领导。

到底。 第一步是:

何, 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从最初

组织期待领导指明方向、重点,

的动机出发, 需要维持三要素之

给予训导。理解领导对 HSE 的

1. 什么是 HSE 文化?

间的平衡, 这样就形成了驱动整

承诺, 而不只是他们的意愿, 会

《HSE - 了解您的文化》手册

体文化变革的必要支持条件。

大大影响一个人在组织中的实际

将有助于确定当地 HSE 文化成

行为和表现。“情感与理智”路

熟水平, 并帮助您规划前进的道

3. 有具体问题吗？

线图的主动性在于领导团队。通

路。一旦了解现在的水平, 就需

事件调查报告、审核、审查及现

过“从别人角度看自己”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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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工具

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时机

HSE - 了解您的文化

作用: 一种工作工具, 用于确定本地的优点和缺点, 找出改进方法。
时机: 用第一种工具吸引人们, 发现他们的期望, 构思一个变革案例（2-3 小时 + 跟踪）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自己

作用: HSE 上行评估工具, 理解他人的认识, 确定怎样将承诺变为行动。
时机: 用第二种工具, 挑战任何“安全领导”的承诺和行为,（20 分钟+跟踪）。

持续变革

作用: 一般管理工具, 用于管理变革, 支持任何改进过程, 或组织变革方案。
时机: 设计自己的工具（用 1-2 小时开始）。

风险评估矩阵:
让其付诸实践

作用: 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风险, 使其个性化, 并刺激行动。
时机: 随时更好地管理风险。（1 小时）。

获得情景意识: 三法则

作用: 帮助大家做出更好的基于风险的决策, 能够证明其合理。
时机: 如果人们对其危险视而不见, 或可能出现自满情绪时。可以随时使用, 特别是有变化时 (<5 分钟)。

管理违规行为

作用: 防止违规引发事件。
时机: 如果不遵守程序, 或者需要完善程序（2-3 小时开始, 然后一个问题 1 小时）。

完善监督

作用: 提高监督者的非技术性技能。
时机: 如果监管质量可当作事件的一种（可能的）原因（4-5 小时, 第一次）。

安全工作

作用: 干预方案, 建立在现有方案之上, 并支持现有方案, 或者能自行运行。
时机: 如果不遵守安全工作操作（总计 8 小时, 分为 1 小时时段）

卓越驾驶

作用: 改变驾驶员及其管理人员行为的一组练习。
时机: 当驾驶相当危险时, 不管是职业司机或普通员工（总计 8 小时, 分为 1 小时时段）

当前情感与理智工具的概况

方法, 可定期检验管理层对 HSE

步, 但另一个有利的方法就是让

行为有重大影响。因此, 他们不

的承诺, 这种方法也有利于管理

承包商利用这一手段来评定其客

得不成为“信徒”, 体现高层管

层提高自身的管理效能。

户对安全的承诺。通过使用“站

理人员的承诺, 在员工希望使用

在别人的角度看自己”, 承包商

工具时, 支持并鼓励他们。

5. 专注于监督、承包商和合同持

将合同持有者视为高级管理人
员, 他们会收到有关他人如何看

赢得人心

本组有建设强大安全文化的关键

待其安全承诺的反馈, 并将从中

为 HSE 赢得情感与理智, 就是

人员, 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严重

受益。在确定具体问题, 如监管

安全地进行所有工作, 不仅仅是

事件都发生在承包商身上, 涉及

不力时, 其他工具一样适用于承

因为被命令这么做, 而是因为心

到监督不力的因素。他们的情感

包商和员工。支持上述主动干预

甘情愿这么做。良好管理的艺术

与理智策略不应该与整体战略有

必须成为客户明确期望、承包商

是让人们愿意去做你可能已经决

明显的不同, 对于本组而言,“了

承诺、实现承诺商业后果的相同

定让他们做的事情。帮助他们这

解您的文化”也是适当的第一

的坚定基础。监督者对团队日常

样做。

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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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理智”标识是壳牌的商标, 只能按“情感与理智”原样使
用, 须经壳牌国际石油勘探和生产有限公司 EPS-HSE 书面许可。
已检查了带商标文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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