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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企业在生产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现代化、先进的管理思想,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该
管理模式通过明确管理目标、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控制生产中的风险,对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进行
规范化的管理,对企业的全部员工、整个生产过程、全方位的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该管理体系能
够更好的提升企业生产的质量,预防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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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enterprises often use modern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idea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both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ed management.The management mode through the
clear management objectiv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fect safety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 control of the
risks in the production,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behavio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ll the
enterprise employee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comprehensive elements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The management system can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prevent
th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existing in the produc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mod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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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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