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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容乐观的安全生产形势，6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出《关于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通知称各级法院应依法从严惩处危害生产安全

犯罪，对重大、敏感的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可按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实行提级管辖。

据记者了解，自最高法下发通知后，一时间业内对“提级

管辖”讨论颇多。

多数专家认为，上述通知发出的背景是近期全国接连发

生的几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对重大、敏感的危害生产安全

刑事案件，可提级管辖则体现了对此类案件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系统法学与疑难案件研究中心主任调研员

王永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级管辖意味

着至少是中级法院作为一审进行审判，意味着案件会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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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大靠规模，企业做强靠技

术，而企业做长靠文化。企业文化已

经成为企业软实力的主要表现，对于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

作为已经扎根中国 20 年的跨国
公司，菲尼克斯（中国）已经树立了

100%本土员工、100%本土管理的企
业文化标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

树一帜的外部形象。随着公司本土运

营、全球思维的架构建立，一个面向

未来的企业文化再提升成为一种必

须。

“这不是对过去的全面否定，而

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在继承优秀基因

基础上的文化重塑。”菲尼克斯（中

国）总裁顾建党近日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组织的

文化变革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否定自

我、超越自我，要放弃过去的荣耀 、对

过去成就的迷恋，而保留并坚守其中

最核心的驱动力量。

放下才能够站起来

“转型能够成功的企业比例一定

不高，企业转型要么过去的历史全部

被摧毁，要么是新战略变成走马观

灯。企业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员工

真正理解必须要经过一两年的时

间。”顾建党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菲尼克

斯（中国）重塑企业文化并非凭空而

来，而是跟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市

场需求做出的慎重抉择。

“去年，公司业务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大幅度下滑，这是一个挫折，也是 20

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文化转型成

为一种必须，对所有员工来讲，是时候

放下过去的荣耀，同时坚守过去的核

心原则，重新站起来了。”顾建党说。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如果不能把

创新的业务和技术转化为有创新力

的业务模式，有竞争力的业务组织，

那么过去的成功经验就会形成路径

依赖，这对未来就是灾难性的。顾建

党坚信，“因为过去的业务组织很擅

长过去的业务产品，而所有的这一切

在未来的 10年都是不可行的”。
顾建党指出，过去的成功表面上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电力行

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代表性产品端子

的畅销，背后隐藏的核心驱动力量则

是公司坚持创新创造、为客户提供最

富创造力产品的企业文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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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已经扎根中国 20年的跨国公司，菲尼克斯（中国）已经树立了 100%本土员

工、100%本土管理的企业文化标签。随着公司本土运营、全球思维的架构建立，一个

面向未来的企业文化再提升成为一种必须。菲尼克斯（中国）总裁顾建党表示企业文

化变革要保留并坚守最核心的驱动力量

企业文化实践样本

从 5月 31日到 6月 16日，不到 20天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

7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这其中既有安全生产专业度很高的企业，也有劳动密集型

企业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虽然无法彻底消

除，但这么短时间如此高的频率，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是什么打

开了安全生产事故的潘多拉魔盒？

导致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首要祸根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尽管很多企业把“安全大于天”的口号高悬在显著的地方，但在

实际工作中，安全指标常常要让位于成本指标、利润指标、GDP指

标、速度指标、效率指标等硬任务。

比如，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公交车完全可以从

“以人为本”的角度提高其安全标准，但发生事故的厦门 BRT公

交车在采购和生产上却更多是考虑成本因素，而不是生命安全。

为了降低成本，内饰采用非阻燃材料，致使大火在 10秒钟内烧

遍全车；采用内开门而不是外开门设计，致使事故后车门难以打

开，乘客无法及时逃生。

并不久远的吉林八宝山矿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刚刚发

生瓦斯爆炸危险还没有消除时，矿领导居然以“保护煤矿财产”

为由，让职工冒险下井，结果导致了二次矿难惨剧的发生。

其次是缺乏对规则的敬畏。如果每个企业、每个员工都能按

照安全生产条例或规范去操作，几乎所有的安全生产事故都能

够避免。一个有着多年井下工作经验的老矿长曾经深有感触地

表示，每当发生一次大的事故以后，就会好长时间不发生事故，

因为惨剧带给大家刻骨铭心的印象，每一个细微和隐患都能够

被发现和排除；但如果连续几年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人们就会对

身边的隐患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放松警觉，直到再一次发生重

大事故。

像江苏燃气公司，本该最有安全意识、最注重安全措施、最

有专业安全知识，结果却反被燃气所炸；像中储粮林甸粮库，本

来严格规定粮仓每日巡查，每周及每月抽检，抽检率要达 50%以

上，然而，其用作安全监控的探头，却有好几个都是坏的，在以防

火为第一要务的粮库里，却密集矗立着上百个用易燃的干苇草

制成粮囤，结果导致了火烧连营的事故。

再次是对职责缺乏敬畏。中国正处在快速的、超常规的工业

化进程中，习惯了小生产的农民以正常速度的数十倍、甚至数百

倍的速度转变成工人。但他们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还缺乏必要

的、本质的认识，他们的经验和习惯让他们无法知晓和想象安全

事故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

宝源丰禽类加工厂的工人从来没有过安全培训，安全意识、

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职责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对“锁门作业”

的容忍，也让 120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离开了他们所依恋的世界。

“举目可见、随手可抓、触目惊心”，国家安监总局工程师黄

毅用这样十二个字来形容安监总局安全生产暗访工作组在 3个

省发现的安全隐患。正是这些举目可见的隐患，造成包括前述 6

个灾难在内的众多安全事故；正是这些随手可抓的隐患，让安全

事故从偶然事件变成

了必然现象；正是这些

触目惊心的隐患，让更

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在我们身边。

但和这些隐患相

比，是我们内心对生命

价值的漠视和麻木。只有

真正重视人的价值超过

重视财富的价值，我们才

能获得本质的安全。

6月 11日 17时 38分，神舟十号
飞船成功发射。两天后的 13时 18分，
神舟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成功交会对接。自此，中国大步迈

入空间站时代。

荣耀的背后，是诸多中国企业做

出的卓越努力。“神十”飞天，更使中

国企业以雄厚的科技实力和保障能

力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航天事业中

的领先地位。

从内核到外衣
透央企元素

自中国启动航空航天计划“三

步走”战略以来，每一次神舟飞船

遨游太空及航天员“太空漫步”，

“从内核到外衣”都能看到中央企

业的元素。

神十任务中，作为重要的技术配

套和保障单位，中国航天科工研制的

一批“高端内核”技术产品将为“准确

入轨、精准操控、稳定运行、健康在

轨、安全返回”的任务目标提供天地

一体化的安全保障支撑。

事实上，航天科工只是服务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的诸多企业中的一员。

在此次神舟十号发射和对接任

务中，作为中央企业的新兴际华集团

以自己雄厚的研发技术水平和快速

强大的保障实力为载人航天工程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兴际华集团主要承担航天员

出征靴和交会对接靴的研制生产任

务。”新兴际华集团总经理沙鸣自豪

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除承担飞船内航天员的鞋靴研

发任务外，新兴际华集团所属的际华

3502公司还承担了发射基地地面工
作人员防护服的研制任务。

据沙鸣介绍，接连创造了多个军

内“第一”记录的际华上海特种鞋靴

公司，从 2000年至今，一直直接参与
着我国航天宇航员的鞋靴研发和生

产工作。“神五”航天员的防护靴、“神

六”航天员的礼仪鞋、“神七”航天员

的出征靴、过舱靴和出舱靴，“神九”

航天员的出征靴、礼仪皮鞋、防护靴

以及此次“神十”航天员的出征靴和

交会对接靴。

中国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为

“神十”提供了部分谐波减速器高低

温润滑脂。它们被成功地应用于神舟

系列载人飞船的返回舱、推进舱和轨

道舱的氧气调节阀自动控制系统、百

叶窗升降系统的谐波减速器以及太

阳能电站集电器的自动调节系统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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