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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战略—系统”思维的特种设备监管模式及体系研究∗

罗　云　崔　钢　何　义　王晓桥　葛升群　夏锋社　黄玥诚

摘　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是以安全为宗旨,以科学监管为手段,从防止和减少特种设备

安全事故为目标,由政府行政机关所从事的行政执法活动.文章主要研究、分析和探讨“战略

－系统”方法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中的应用.论文在分析国内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现状的基

础上,对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进行了SWOT分析;基于“战略－系统”思维,应用“战略模型”
和“系统理论”,设计了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总体战略模式,涉及安全监管基本方针、三大

使命,以及本质安全、事故致因、生命周期、监管匹配、RBS与 RBI等五大原理,领导与执行、规
划与策略、运行与系统、资源与技术、结构与流程、文化与学习六大要素,文化理念、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体制机制、监察方法、管理方式、监管工具、评价技术、投入模式、责任体系等十大创

新.并设计了数十种特种设备系统监管的的方法体系;提出了提高特种设备科学监管效能的

策略性、政策性建议.所借鉴的国外先进理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模式和优化的方法体系切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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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特种设备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息息相关: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等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军事、冶金等工业领域,是工业发展的助推器;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又同人们的生

活、娱乐密不可分.由于特种设备常常处于高温、高压,以及高载荷、高疲劳、高空作业的条件下运行,致
使其本身所具有的安全风险较高;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导致爆炸、有害气体泄漏、高空坠毁,危及人民的

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有时还会带来人们的恐慌,给国家、社会稳定和个人、家庭造

成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如何提升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的保障能力和水平? 首先,根据安全科学的原理和规律,我们能清楚地

认识到,系统安全的保障需要三个支柱,一是科技,二是监管,三是文化———安全原理称为“三 E对策”
理论.这一点,在我们承担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相关课题研究中,已从理论和实证上得以分

析和证明.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科技对特种设备安全的贡献率大约为５８％,管理为２７％,文化约１５％.
其中可看出,安全监管及安全文化软实力的贡献率接近一半.第二,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的特种

设备安全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也可以解读出:特种设备安全保障的“综合治

理”原则,既要考虑设备本身的硬件因素,更要重视人因、管理、制度等软件的因素;既要依靠设备自身的

功能安全和本质安全,也需要政府科学的分类监管和全过程监管,更需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有效管

理和文化建设;软件与硬件兼容,人因与物因兼顾,技术与管理相辅,既是“预防为主”的全面体现,也是

“综合治理”的内涵真谛.第三,就我国目前发生的各类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分析,人为因素事故发生比例

较高,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因素不利、管理执行力不强等软件成了我国目前安全事故的重要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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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增强安全监管软实力将成为提高我国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水平

和提升事故预防能力的重要战略对策.
那么,如何建立科学的安全监管模式? 如何优化安全监管方法方式? 如何提高安全监管效能? 成

为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安全方针的重要命题.我们通过国家“十二五”科技

支撑项目“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的工作,在总结研析国内外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应用“战略思维”“系统思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特种设备安监现实,建立

基于风险的、面向政府安全监管需要的全面风险监管模型、原则和机制,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监管风险

防控策略及方法体系,研究成果将为特种设备科学全面的风险监管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决策依据和管

理基础,为实现重要生命过程的风险动态、实时预警提供技术方法,对风险预警预控的可及和可用性提

供了保证,对于提高特种设备安全事故预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策略

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是指对特种设备的安全进行监督、监管和管理的政府活动.从管制经济学的

角度看,属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或管制机构,依据一定的

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从上述定义可看出,管制是指政

府依据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监督管理.政府的安全监管可以看成是政府管制的具体性行政行

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主要通过安全监管机构的行政措施得以实施.综观国外的法律,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主要策略是行政监管策略和法定检验策略.行政监管策略又包含抽象行政监管策略和具体行政监

管策略.抽象行政监管策略主要是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普遍遵守的决定、命令等;具体的行政监管策

略有: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调查、行政处罚、即时行政强制、备案制度、调查分析、行
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调节等.法定检验策略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必须

进行的检验.法定检验分强制性检验、特别检验和自主检验.法定检验在特种设备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许多安全监管要求可以通过法定检验落实,法定检验是许多安全监管行为的条件或前提.
(二)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历史进程及发展现状

１．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历史进程

迄今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已经走过了近６０年的历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三个发展阶段

阶　段 时　期 特　　点

第一阶段 １９５５－１９８２年 起步探索:监管机构散乱,工作受阻,特设事故率高,形势严峻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２－２００３年 逐步完善:法制逐步完善,监管措施逐步到位,管理逐步规范,各类事故较大幅度下降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年以来
创新发展:完善法制,实行监管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双轨制运行、分级设置的体制,但

事故率仍高

２．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我国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是一种安全监管与检验检测并行的双轨体制,其两大基础制度是特

种设备行政许可与监督检查.我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安全监管模式,对特种设备８个环节进行全过

程监管.目前,我国正逐步推进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突出重点环节,提高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地防止事故的发生,逐步推进使用单位的分类监管工作与分级监管.从

现行监管制度、体制和设备的状况来看,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具有以下３个特点:一是整体性监管;二
是分散性布局;三是技术性执法.

“十二五”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特种设备事故率与工业发达国家

相比仍然较高,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二是特种设备向大型化、高参数、高风险方向发展,科技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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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管工作刚刚起步,工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四
是监管基础建设薄弱、监管力量不足,与设备数量快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五是监察检验工作定位和

安全责任界限不够清晰,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企业诚信和社会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六是监管

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工作体系有待完善,监管方式方法还欠科学.总体而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更高要求以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法制、科技、管理等诸多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面对“十二五”时期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只有在管理理念、思想方法、认识水平、管理技

术等方面进行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创新,才能够有效地把握机会,应对挑战,突破绩效瓶颈,实现安全监管

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为了达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发展的目标,需要应用战略－系统思想,建立科

学、合理、高效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体系.

３．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势态分析

对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势态分析可借助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称为态势分析法,可以

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

对策等.SWOT 分 析 法 常 常 被 用 于 制 定 发 展 战 略.SWOT 四 个 英 文 字 母 分 别 代 表:S－ 优 势

(Strength)、W＝劣势(Weakness)、O－机会(Opportunity)、T－挑战(Threat).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SWOT战略分析模型可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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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SWOT分析模型

(三)基于“战略－系统”思维的理论与模型

１．“战略－系统”思维理论

战略思维是指立足于战略高度,从战略管理的需要出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级心

理活动形式.系统思想,可以界定为基于系统理念、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思考问题、认识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级心理活动形式.综合运用于管理中,“战略－系统”方法是以战略、战略管理、系
统、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为基础,基于对战略思维的使命感、全局性、竞争性和规划

性四个维度,以及系统思想的整体性、关联性、结构化和动态化四个维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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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法”包含五项基本原则,即战略导向、整体推进、上下联动、横向协作和竞争发展.
从战略的角度讲,特设安全监管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其使命是通过在公共安全的各领

域中实施标准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安全秩序和安全效益的科学战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既是国家

对公共安全的宏观管理方法,也是社会各行业及其人、物、环境等要素一切行为活动和运行状态的安全

保障策略,既需要迫切执行,也需要长期持续;既需要内部协调,也需要外部联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需

要全行业领域以全方位高标准达标为目的,全社会上至组织单位,下至每个成员,实施标准化的根本在

于对安全的追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实施需要有科学的规划和运行机制及模式,尤其在国家对战略

的宏观管控中,规划及其落实方法更是战略管理核心,也是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特设安全监管的战略

思维构架,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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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战略思维框架

　　从系统的角度讲,特设安全监管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复杂的管理系统,由“四层行政组织,即
国家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市(地)局和县级机构”“四层标准,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和组织标准”“五个环节,即颁布、认证、实施、监管和评审”“六个要素,即国家政府、行业主管、组织单位、
中介机构、社会和全员”和“八个领域,即自然灾害、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生态环境、装备设施、
信息安全和政治文化”组成.其内部各要素间存在复杂的激励、约束、协调与联动的关联性.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系统以其要素众多且相互关联,决定了其结构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需

要形成封闭循环的动态模式,持续改进,不断优化,使系统的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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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系统思想框架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战略－系统”模型设计应秉承以下原则:

① 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为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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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以统筹规划,集中指挥,统一行动,整体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各项工作;

③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各层级管理主体,上传下达,协调一致,形成上下联动;

④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各行业领域的行为主体,密切联系,分工互助,形成横向协作;

⑤ 构建持续改进、不断优化升级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２．“战略－系统”模型与方法

系统建模方法是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的结构极为复杂,必须使其模型化来

完成研究.构建模型必须保证模型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简明性和有效性,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系统原

型特征和规律.模型要建立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模型中不能存在主观臆想的成分.系统建模时要尽

量以标准模型为基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及其机制的模型构建,可以物理模型中的概念模型和数

学模型中的逻辑模型、网络模型等为建模基础.建模方法常用推理法、实验法、统计法、混合法等,特设

安全监管系统的建模需要以其他领域标准化建设成果为参照,再结合公共安全的特点以类比的方法进

行分析和模型构建.
常用的经典系统模型如霍尔三维结构模型、麦肯锡７－S战略模型、戴明管理模型、波特价值链分析

模型等.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如图４所示,以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三个维度刻画系统的整个管理过程及

内涵.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的模型构建可以以霍尔模型为基础进行构建.戴明管理模型,如图５,是
管理学中的经典模型,揭示一切管理活动都要经过计划、实施、检查、改进四个步骤的往复循环.波特价

值链分析模型,如图６所示,把企业内外价值增加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从而构成企业价

值链,产生价值收益.麦肯锡战略模型,如图７所示,是理解组织变革的机制并制定绩效改进计划的目

标,一个组织必须在七个方面达到一致和平衡.这些模型都可以很好地用来构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

统及其机制模型,直观表达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逻辑规律.

图４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示意图
图５　戴明管理模型

图６　波特价值链分析模型 图７　麦肯锡战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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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模型设计

建立在安全生产战略思维、系统思想、科学原理、法律规范、历史经验等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的“战略－系统”综合模型,其结构是:一个方针、五大原理、三大使命、六个要素、十大创新.
通过构建“战略－系统”模型,建立战略思维,应用系统思想,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从而提升监管

品质、强化监管功效,提高特种设备科学监管的安全保障效能.如图８所示,其内涵是:
一个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五大原理:本质安全原理,事故致因原理,生命周期原理,监管匹配原理,RBS与RBI原理.
三大使命:质量———提升监管质量,绩效———提高监检绩效,安全———保障设备安全.
六大要素:如表２所示.
十大创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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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模型

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方法技术

根据安全监管模式的六个基本要素,可开发如下基于风险的六大安全监管科学方法体系,即:领导

与决策方法体系、规划与策略方法体系、结构与体系方法体系、资源与信息方法体系、流程与技术方法体

系、文化与学习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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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战略－系统”体系六要素

序号 要素 方法内容

１ 领导与执行 政府行政分类许可监管;中介机构分类技术服务;企业单位分类过程管理.

２ 规划与策略
ABC三级分类监管策略;行政许可基础监管策略;八类设备专项监管策略;４M 要素管控策略;
前中后三期分类监管策略.

３ 运行与系统 PDCA运行系统;３E３P安全保障系统;安全责任体系.

４ 资源与技术 法规标准资源;八个单体分类技术;两个整类分类技术;分类评价软件;信息平台与网络.

５ 结构与流程
行政许可分类监管结构流程;使用运行分类监管流程;检验检测周期分类结构;附件校验分类

结构;报废处理分类监管结构;八类设备特定监管结构.

６ 文化与学习 国际分类监管模式借鉴;各地区分类监管方法借鉴;相关行业(安全生产)理论与方法借鉴.

表３　“战略－系统”体系十大创新

序号 创新点 内容

１ 文化(文化理念)创新 从技术为本到以人为本;从形式应付文化到本质预防文化

２ 理论(基础理论)创新 从事故失效理论到安全风险理论

３ 技术(关键技术)创新 从事故监控技术到本质安全技术

４ 体制(体制机制)创新 从单一监管体制到多元共治体制;从约束机制到激励机制

５ 监察(监察方法)创新 从事后结果追究到全面全过程监察

６ 管理(管理方式)创新 从被动集中整治到系统科学管理

７ 工具(监管工具)创新 从行政手段为主到法制与经济手段为主

８ 评价(评价方式)创新 从事故指标考核到安全主动指标建设

９ 投入(投入方式)创新 从低成本投入到多元化加大投入

１０ 责任(责任机制)创新 从企业责任到社会责任;从单一主体到责任体系

(一)领导与执行方法体系

“领导与执行(leadership&execution,L－E)”要素是指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中,政府、部门、
企业、单位各个成员机构或组织的领导决策者和管理执行者所具有的实力(power),包括硬实力和软实

力.安全监管为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实力”的优化、强化提供监督管理保证.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领导与执行”的基本工作要建立科学的安全监管体系,图９是基于系统模型

建立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宏观体系.
(二)规划与战略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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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

　　“规划与战略(planning&strategy,P－S)”
要素是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制定和执行

规划的战略相关性与战略管理合理性.这是战略

思维的必然要求,是监管系统方法的选择基础和

实施蓝图.

１．ABC三级分类监管策略

原来的检修“ABC”管理法是指:在企业定期

大、小检修时,为确保安全检修,利用检修“ABC”
法,把各类维修项目按一定的原则、标准分为 A、

B、C三类,然后按类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管理.
由此可以设计一套特种设备的 ABC管理方

案.特种设备已经按一定的原则分为了不同风险

等级的Ⅰ类、Ⅱ类、Ⅲ类,然后按类采取不同的对

策进行管理,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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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ABC法分类监管策略

设备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定义 高风险设备 中等风险设备 低风险设备

监管策略 A类策略 B类策略 C类策略

定义 重点控制 常规控制 稍加控制

　　所有的B类策略都根据当前法规文件;而 A 类策略是基于高风险设备制定的监管策略,有法规规

定的,也有根据风险等级而制定的;C类策略也与 A类策略制定方法相同.
目前,政府根据分级评价结果,可以对不同等级的设备提出不同的监管要求,初步确定出分级监管

策略,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基于风险评价的特种设备分类(分级)监管策略

设备分类 分类标识 定义 监管策略

Ⅰ类 黄色 低风险设备 一般监管

Ⅱ类 橙色 中等风险设备 常规监管

Ⅲ类 红色 高风险设备 加强监管

２．行政许可基础监管策略

初步设计出基于风险分级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模式.如表６所示.

表６　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模式(初步)

设备等级
许可要素 Ⅰ Ⅱ Ⅲ

设备许可登记机关(部门) 特种设备协会 地市级质检部门 省级质检部门

设备许可程序

申请,受理,审查,在警

惕和关 注 设 备 风 险 条

件下许可.

申请,受理,审查,实物检查,在

控制保障措施下许可.

申请,受理,审查,实物检查,听取

利害人关系意见,举行听证并召开

专家评审,风险降低后许可.

设备登记时限 法定天数－减半天数 法定天数 法定天数＋减半天数

３．４M 要素管控策略

所谓４M 要素,即指造成事故发生的４方面因素———人的因素、机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管理因素.
根据事故致因理论的“４M”要素理论体系,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０的特种设备安全系统

对策体系.

图１０　特种设备事故致因４M要素系统对策体系

４．前中后三期分类监管策略

在依照设备生命周期线路的管理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管理阶段:前期管理阶段也就是使用前的管

理;中期管理也就是设备使用运行阶段;后期管理也就是处理报废产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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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不同风险等级的监管策略应用于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高风险设备进行重点控制.具体可施

行针对行政许可、使用运行、检测检验、附件校验、报废处理等环节综合监管策略,以及针对各类设备的

专项监管策略.
(三)运行与系统方法体系

“运行与系统(operation&system,O－S)”要素是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的运行与系统的建立,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具有系统性和合理的优化.这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运用系统思想的具体体现.

１．PDCA 运行系统

PDCA循环理论,通过周而复始地进行“计划、实施、检查、评审”活动,使体系功能不断加强,最终目

标是实现体系的持续改进.
特种设备安全的分类监管战略管理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权变性四个特征.PDCA 循环就

是战略思维的很好应用,它包括“计划、实施、检查、评审”四阶段;而战略管理四阶段:战略规划(Plan)、
战略实施(Do)、战略控制(Check)、战略修订(Action)与其不谋而合.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的不断循环,最终实现安全监管体系的不断改进,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２．３E３P安全保障系统

(１)事故预防３E对策

安全生产保障战略在安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人类长期的安全生产活动实践,在国际范围内建

立了三大安全战略对策的战略思想.一是安全工程技术对策(Engineering),这是技术系统本质安全化

的重要手段;二是安全教育对策(Education),这是人因安全素质的重要保障措施;三是安全管理对策

(Enforcement),这一对策既涉及物的因素,即对生产过程设备、设施、工具和生产环境的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也涉及人的因素,即作业人员的行为科学管理等.这一战略对策通常称为３E对策.
安全生产３E对策战略是横向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形式逻辑,也称为安全生产的三大支柱,或简称

为“技防”、“管防”、“人防”.
(２)事故预防３P策略

在安全生产管理战略思维中,一项以事故防范为目标,最大限度地控制、减少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

损失和生 产 影 响 的 战 略 对 策,称 为 ３P 事 故 防 范 策 略.即:事 前 预 防 (Prevention)、事 中 应 急

(Pacification)、事后教训(Precept)的防范策略.３P对策战略是纵向的安全保障体系,是时间逻辑,是安

全生产与事故防范的三个层面的保障体系,简称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事前”是上策,“事中”是
中策,“事后”是下策.

根据安全３E保障理论,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１的特种设备安全的战略对策体系.
根据安全３P战略层次理论,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２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战略对策

体系.

图１１　特种设备安全保障“三E”系统对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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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战略体系

３．安全责任体系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需要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落实使用单位(企业)的主体责任.因为企业

是特种设备安全风险承担的主体,也是特种设备安全的直接受益者.政府不仅应该扮演一个立法、授权

的角色,也应该是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时提供政策帮扶的角色.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要构建政府、企业、社
会、个人多元的责任体系,特别是要让生产企业、使用单位、中介机构等组织担当安全的主体责任.

(四)资源与技术方法体系

“资源与技术(resources&technologies,R－T)”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复杂巨系统运行的物质

基础和保障条件.“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两类.其中非人力资源,或称为物力资源,主
要包括活动经费、物质条件(办公场所、作业工具、技术设备等)、制度资本、信息来源等.“技术”主要指

检验、检测、研究等事业单位系统中的技术支撑条件和创新能力.
特种设备安全的“资源与技术”要素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即通常所说的干部、职工和技术应用与开

发人才队伍.作为行政系统的物力资源数量和结构,由公共财政管理部门确定;事业单位系统的物力资

源,在上级相关行政部门的管制和指导下配置和获取,数额、类别、结构等有基本的确定性.人力资源的

获取、配置和薪酬等因素具有确定性,但使用方式、激励机制、培训和开发模式可以创新设计,获得升华

性绩效.
除此,特种设备的安全保障体系的资源与技术需要法律政策资源、安全投入资源、安全技措资源等.
(五)结构与流程方法体系

“结构与流程(structure&process,S－P)”要素的核心就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体制与机制.“结
构”主要指安全监管的职权划分、资源组织、任务分工、监管程序、行政方式等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流
程”是由“结构”决定或影响的动态的监管活动的组织和程式.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流程”可以做出

一定程度的调整.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流程”,取决于“结构”的刚性有多大.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结构与流程”方法体系包括:行政许可分类监管结构流程,使用运行分类监管

流程,检验检测周期分类结构,附件校验分类结构,报废处理分类监管结构,八类设备特定监管结构等.
(六)文化与学习方法体系

“文化与学习(culture&learning,C－L)”要素体现系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文化与学习”是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软实力”的体现,是指安全监管功能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要素的内涵一是“文
化”,二是“学习”.“文化”是实现复杂系统及其构成子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团结、稳健、和谐、效率、发展的

重要条件;“学习”的能力,对于组织内部领导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完成任务,达成目标,实现使命,具有

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学习力不足,势必影响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形成与保持.没

有学习力的个人和组织,前途必定暗淡,绝大多数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领导者的学习力更为

重要,不仅决定本人的未来,而且影响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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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学习”要素的方法体系包括:国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借鉴方法,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是重

要的学习方法;相关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学习,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
特别是近几年相关安全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科技强安战略、第三方社会服务、保险系统建设等方面的

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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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afetysupervisionforspecialequipmentisanactivity ofadministrativelaw
enforcementwiththepurposeofsafety,themeansofscientificsupervision,andtheaimtopreventand
reducethenumberofsafetyaccidentsofspecialequipment．Thisarticle mainlyresearchedthe
applicationof“strategyＧsystem method”inthesafetysupervisionforspecialequipment．Basedonthe
thinkingof“strategyＧsystem”andused“strategicmodel”and“systemtheory”,themodelofsafety
supervisionforspecialequipmentbothathomeandabroadwasanalyzedwhichinordertoactasthe
basisforfollowings．Consequentially,theoverallstrategy modelofsafetysupervisionforspecial
equipmentinourcountrywasdesigned．Besides,themethodsystem ofsystematicsupervisionfor
specialequipmentwasstructured．Thestrategicandpolicysuggestionstoimprovetheefficiencyof
scientificsupervisionforthespecialequipmentwerepresentedatlast．Thedrawinglessonsfrom
foreignadvancedtheoriesconformtoourcountrysbasicnationalconditions．The modelandthe
optimizedmethodsystem providedforspecialequipmentsafetysupervision weresuitableforthe
actualsituationofourcountry．Theconclusionswerevaluableforresearchand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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