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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施工过程比较复杂,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建筑企业需要对影响施工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并
制定有效的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从而使施工安全得到保障。在施工前,施工人员需对施工风险问题展开分
析,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以提高施工风险的管控效果。安全问题对建筑施工危害较大,施工人员
只有应用风险防范策略,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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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more complex.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safety accident prevention measures,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Befor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hould analyze construction risks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trol effect of construction risks. Safety problems do great harm to construction. Only when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pply risk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do a good job in safety management can construction
work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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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是建筑施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施工单
位忽视这项工作,就极易引发各类安全事故。为提高施工质量,

此,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可以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保护施
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从而促进施工的顺利完成。

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进行,施工单位必须把安全管理放在施

1.2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

工过程的首要位置,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全面完善施工方案,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需将施工成本作为控制重点。

积极引进先进的施工处理和施工技术,有效提高自身的安全管

施工成本包括材料成本、设备成本和人工成本这三种。施工企

理水平。

业加强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能够有效减少人员伤亡,节约施工成

1 加强建筑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必要性

本。施工企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安全的同时,应尽可能提升施工效

1.1有利于保障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率,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另

建筑工程施工往往需要大量的施工人员。在此过程中,施工

外,施工人员应结合安全生产管理要求进行现场施工,从而保证

企业需要高度重视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施工企业必须做

施工进度,降低成本,实现投资控制目标。

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及规范开展施工工作,

1.3有利于提升施工企业形象

为施工人员营造安全的生产环境,从而保证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建筑工程的安全生产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筑安全事

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部分施工人员的违规操作,

故,会对社会安定以及施工企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从而降低施

导致安全隐患大大增加。此外,部分安全隐患不易被人们发现,

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影响施工企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

是施工现场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建筑工程施工任务需多

形象。因此,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有利于提升施工企业的形象,

人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每一位施工人员都要严格依据规范进行

有利于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促进社会的长久

施工,从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因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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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难点

建筑工程管理人员应优先明确安全施工管理的重要性,明

2.1施工安全管理意识淡薄

确自身工作对施工人员安全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如若施

在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各种安全问题的关

工单位未能严格履行合同内规定的相关职责,会出现管理与施

注度日益增长。建筑工程的安全管理是最重要的一环,其中的危

工人员施工安全意识缺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安全事

险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施工过程中,许多单位只注重工

故发生的概率。施工管理工作应杜绝只注重经济利益,不注重安

程质量和进度,却忽视施工安全,造成施工安全制度不健全、执

全生产的思想与行为,管理人员需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在施工

行不到位,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不到位等情况,最终为施工埋下

现场加大对安全施工管理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定期开展安全知

安全隐患。在部分地区,施工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较差,无

识讲座,鼓励施工人员积极参与。此外,注重施工安全隐患的排

法科学地培训和管理基层员工。另一方面,从业人员自身也缺乏

查与处理,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对管理人员开展相关培训,使其掌

建筑安全知识和技术,企业在建筑安全方面的培训流于形式,造

握安全施工管理先进理念及方式,选用具备代表性的案例进行

成管理者对施工安全缺乏了解,长此以往,为工程建设埋下不少

安全教育,指导施工人员构建安全知识构架。新员工应开展岗前

安全隐患,不仅导致工期延误,还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无法

培训活动,确保其与安全施工管理需求相符。

弥补的损失。

3.2建立完善的建筑工地安全事故防范机制
建筑施工主体要方案安全事故的发生必须通过研究建筑施

2.2缺乏健全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企业和施工单位缺乏健全的施工管理制度,导致施工安全

工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方案机制,从建筑

管理工作无法有序进行,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对建筑

项目施工的各个环节出发设置有针对性的安全事故防范方案。首

工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

先,在正式开始施工前进行项目设计,根据责任划分制度明确规

外,为了减少整体的管理费用,施工单位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因

定设计、施工等环节的安全负责人,增强不同环节责任主体的安

地制宜的原则,反而盲目照搬其他项目的施工安全管理体系,或

全意识,并保证在出现问题时各项责任能够落实到个人身上,提

草率地制订施工安全规范。施工单位只看到表面问题却忽视根

升解决问题的效率。其次,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落实安全责任人

本问题,缺乏明确的制度条例和监管措施,造成施工安全管理工

制度,清晰划分不同责任人的负责范围,要求责任人严格按照规

作的缺失。此外,管理人员也极少组织人员定期对施工安全问题

章制度要求排查安全隐患,防止出现严重安全事故。还要强化日

进行监督整改,或在行使管理职权时存在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等

常安全管理工作,保证防护工作中人员配备齐全,在可能出现安

行为。这些问题导致了施工安全管理责任难以落实。

全事故的区域粘贴明确的提示标语,起到警示、提醒的作用。最

2.3安全防护不规范

后,建立起一体化的安全事故防范机制,由政府牵头并完善各项

当前,我国部分施工单位在开展建筑工程建设时,会存在安

规章制度,构建起全天候、全方位的防范机制,防止出现安全防

全防护不规范的情况,大多是设备的检测与维护工作不足,或者
是安全防护设施质量不具备相关标准,最终导致整个工程的安

范漏洞。
3.3加强安全培训

全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究其原因,施工单位对于工程建设的

目前,针对于施工安全的管理,安全培训有助于培养施工人

认知存在较为明显的偏向,以施工效率与经济效益为主,却忽视

员的安全意识,企业应积极开展安全培训活动,以此提升人员安

了整个过程所存在的安全性问题,缺乏足够的资本与精力投入,

全意识,减少事故发生,保障建筑的安全质量。首先,在实际施工

后续的工作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比如说,施工单位采

前,建筑单位的负责人要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在培训期间

购材料时,为了满足自身的经济发展需求,则以劣质材料或者是

重点强调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施工中的重点环节要加

设备开展施工,材料的性能大幅度下降,施工工程的安全无法得

强说明,同时应注重安全培训工作,定期开展安全知识与技能讲

到有效保障,进而使得整个现场施工安全受到不利影响。

座,有助于施工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人员的规范化施工,有助

2.4监督管理不到位

于确保施工安全。其次,做好岗前培训后,就要对施工人员进行

监督管理工作是施工管理中重要组成内容,加强监督可为

安全和技术的考核,确保其具备安全意识和相应的施工技术,只

施工质量及安全提供保障。但是,在工程施工中,因有关部门工

有在其通过考核要求后才可上岗施工。并且,对于特殊岗位的施

作人员缺少安全监管意识,对施工环节并未做好严格监管,对关

工人员,要确保其具备相关的工作经验,持证上岗,以免施工过

键的施工环节和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也并未重点监管,这

程中出现各类问题,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最后,施工单位要在

种情况会导致后期施工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使得建筑施工过

施工期间对施工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尤其是重点施工环节,提前

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加大。此外,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缺乏

预防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同时,对施工人员的技术操

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科学的管理方式,导致监管效率与监管水

作进行二次培训和考核,加强施工人员的技术能力,确保其具备

平无法提高,安全监督工作的效果不理想。

良好的技能,保障施工过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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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施工中对安全施工管理策略的具体应用

3.4加大安全设施、设备及资金管理力度

3.1提高安全管理意识

充足的资金是安全施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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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业在开展安全施工管理工作时,需要加大安全设施、设备

式记录在信息平台中,方便后期查阅。同时,应加大员工培训力

及资金管理力度。在通常情况下,安全设施、设备投入的资金额

度,对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度较大。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需要保证安全设施、设备及资

确保施工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不仅如此,借鉴同行业比较成

金得到充分利用。另外,企业还需要安排专业人员负责安全设

功的工程案例,组织施工人员学习,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以便

施、设备及资金管理工作,详细登记这笔资金去向和使用情况。

项目了解项目建设中的具体环节；针对技术操作人员,设定明确

同时,企业还需要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资金管理

的技术标准,深入剖析施工技术的关键点,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措施,减少资金浪费,从而保证安全施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以更专业的态度参与到工程建设中,进而保证施工质量,获取更

另外,财务部门还需要做好预算准备工作,以保证采购部门能够

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

采购到性价比较高的安全设施、设备。
3.5强化监督管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快,

在当前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中,积极落实监督管理工

居民更加注重建筑工程质量。同时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

作可有效保证施工安全,因此,施工单位要强化监督管理工作,

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就要努力提高自身的质量,尤

以确保施工安全,减少安全隐患。首先,对施工环节进行监督,

其是工程项目开展过程之中,较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造成人

及时排查施工环节存在的危险源,对危险源进行辨别,并采取相

员伤亡问题,需要管理人员针对实际现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应的措施进行排除。在实际施工前,全面分析施工项目的各种安

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对

全情况,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细致分析并排查,同时检测

于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同时要求施工人员提高自

施工设备的安全性,确保在实际施工时,施工方案和设备都不存

身的安全保护意识,在进行日常工作开展时,对于安全设备进行

在安全隐患,从而能够全面投入到施工建设中。其次,对于施工

合理管控,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约束施工人员

建筑的关键环节和易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进行重点排查,对于

的日常行为,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施工过程中危险性高,安全管理薄弱的地方进行重点监督,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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