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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取决于安全意识 

把精打细算落到实处 

                                                                                                

              

 

 

 

 

 

 

 

 

 

 

 

 

 

   

 

 

 

 

 

 

                                                                    

 

  

 

   

 

 

 

 

 

 

 

 

 

 

系统的数据实时自动

传送到 MES 系统中。 

5、贯通 MES 系

统和 ERP 系统：在生

产计划和执行单元要

求不断细化的情况

下，把企业层的（ERP）

和生产管理层（MES）

之间的各工艺接口进

行集成。 

公司自运行“数

字化车间”后，实现

了从传统生产管理方

式到先进数字化制造

管理方式的跨越，人

员结构由单一型技术

工人向具备数控工艺

知识和设备操作技能

的复合型技能人才转

变，生产效率及品质

得到大幅提高。 

（2）可实现指令输入，

执行智能化调和生产;

（3）数据异常报警，

自动停机;（4）过程数

据记录，工艺执行提

醒，数据报表可自定义

生成 ;（5）阶段性与 

ERP 系统数据交互。 

2、MES 生产执行

管理系统：包括生产实

时监视管理、生产计划

与调度管理、生产工艺

管理、车间管理、设备

管理、供应链管理、质

量管理、安全管理、成

本核算、预算管理等。 

3、搭建一个数据

中心：包括实时数据库

和业务数据库。 

4、贯通 DCS 系统

和 MES 系统：将 DCS 

建立起适应数字数量

传递的零件数字化工

艺设计、数字化加工、

生产现场管理和质量

检测的综合自动化应

用环境。在此自动化应

用环境中，可集成已有

软硬件平台，消除信息

孤岛，实现现场和数据

采集、过程监控、设备

运行和维护、产品质量

跟踪追溯、优化控制和

集约化生产。 

尿素数字化车间

的生产智能管控一体

化系统建设任务如下： 

1、DCS 集散控制

系统主要功能介绍：

（1）车间、管道、控

制阀实时监测，图形化

显示，计算机操作控制; 

近日，省工信厅发

布“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和“重点培

育数字化车间”评选结

果，4 家企业工厂及 34

家企业车间分别获选

2016 年 “智能工厂”

和“数字化车间”，河

北田原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尿素数字化车间

荣膺其中。这是集团公

司在“两化融合”方面

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     

数字车间”是一个

信息化系统，即通过数

字化生产线、数控设

备、工业机器人、检测

设备与制造执行系统

（MES）、ERP 系统、

OA 办公软件等信息技

术的单项或集成应用， 

任何时候都以最认真、

最踏实的态度对待工

作，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最大限度地做到最

好，真正把企业创效当

作自己的家事，树立以

企业为家的思想理念。

唯有认真对待，才能将

企业做大做强，让企业

在创新中提升，在拼搏

中进取，推动企业更好

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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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算不只是说说而已，

要想真正算出效益，就

需要全员行动，树立居

家过日子的节约意识，

思想上行动上都要紧

起来。其次，要聚焦生

产现场，深入一线开展

认真细致的调查与摸

排，从查问题、找差距、

定措施、控节点、降 

 

居家过日子讲究

的是精打细算，企业经

营亦要如此，增效离不

开日常的精打细算，只

有真抓实干，才能积少

成多，集腋成裘。 

目前，化工行业面

对着严峻的形势，而精

打细算则是最有效的

增效途径。首先，精打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近日印发《化工(危

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

产安全十条规定》，内

容如下： 

一、必须依法设

立、证照齐全有效。 

二、必须建立健全

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

领导带班值班制度。 

三、必须确保从业

人员符合录用条件并

培训合格，依法持证上

岗。 

四、必须严格管控

重大危险源，严格变更

管理，遇险科学施救。 

五、必须按照《危 

险化学品企业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实施导则》

要求排查治理隐患。 

六、严禁设备设施

带病运行和未经审批

停用报警联锁系统。 

七、严禁可燃和有

毒气体泄漏等报警系

统处于非正常状态。 

八、严禁未经审批

进行动火、受限空间、

高处、吊装、临时用电、

动土、检维修、盲板抽

堵等作业。 

九、严禁违章指挥

和强令他人冒险作业。 

十、严禁违章作

业、脱岗和在岗做与工

作无关的事。 

    目前，变压吸附项

目基本完工，公司正组

织人员加紧填装吸附 

剂，据悉，该装置投运

后可降低蒸汽、电及原

料的消耗。 

 
日常工作中，部分

员工会有这样的思想，

“只要不出事，就一定

是安全的。”安全与否，

是不能以有无事故来

界定的。化工企业生产

的复杂性、多变性，让

隐患无处不在。只要有

隐患存在的地方，就会

有不安全因素，就有引

发事故的几率出现。由

此看来，不出事并不意

味着一定安全，只要有

隐患，就会有危机，这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只要不出事，就

一定是安全的。”这种

心理，容易让员工产生

侥幸心理，不知不觉降 

低工作标准，却丝毫没

有察觉。工作标准一

低，三违现象就会肆意

泛滥，久而久之，隐患

演变成事故成为可能。

化工企业是高危行业，

容不得员工有半点马

虎倾向，上一时段平

稳，并不代表下一时段

没隐患，昨天安全，并

不能说明今天就一定

会无恙，不出事并不意

味着一定安全。一个小

疏忽，有可能造成致命

事故，一点小意外，也

会导致满盘皆输。 

所以说，无论何时

员工都要认真做好一

切，不能有丝毫松动。 

 

 

 

单耗入手，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并找出病

根，从源头上堵住、减

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世界上怕就怕认

真二字。凡事只要采取

认真的态度，就不怕不

成功。精打细算就是要

在日常工作中，多一些

主动，多一份责任，多

一份担当，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是一年春光好，

植树添绿正当时。按照

公司整治厂区环境的

要求，近日各单位对绿 

化带进行了补栽，并希

望这片绿装和田原人

一起成长，共同担任环

保的先行者...... 



3 月 16 日，“国

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正式上线运行。目前，

所有强制性国家标准

文本 3470 项和第一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文本

3037 项已经在国家标

准全文公开系统实现

了公开，其他非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的推荐

性国家标准将在 2017

年底前陆续公开。 

今后，新批准发布

的国家标准将在发布

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其中涉及采用

国际（国外）标准的推

荐性国家标准文本在 

遵守国际（国外）标准

组织版权政策前提下

进行公开。 

据了解，公开系统

还提供了国家标准的

题录信息和全文在线

阅读，具有“分类检索”

“热词搜索”等功能。

任何企业和社会公众

都可以通过公开系统

或通过微信公众号“中

国标准信息服务网”查

阅国家标准文本。 

公众认为标准公

开可以为社会节约人

力和物力；可以倒逼标

准质量提升，引领中国

制造进步。 

                                                                                                 

              

 

 

 

 

 

 

 

 

 

 

 

 

 

 

 

 

 

 

 

 

 

 

 

 

 

 

 

 

 

 

 

 

 

 

 

 

 

 

 

 

 

一、焊工安全生产注

意事项 

1、车间要经常保持通

风干燥，电焊机合闸前必

须检查高压电有无漏电及

搭铁，接线柱有无松动，

之后方可合闸工作。 

2、施行电焊时必须佩

戴：（1）面罩；（2）手

套；（3）护脚，以防弧光

刺伤眼睛，烧伤皮肤，防

止火花飞溅时引起烧伤。 

3、敲打电焊药皮须小

心，以防飞溅烧伤眼晴。 

4、严禁带火进入乙炔

发生器地下室，防止爆炸。 

5、安全回火防止器须

定期检查，做到安全可靠。 

6、搬运氧气瓶时必须

加安全防震圈，搬运时要

轻放，严禁滚动、摔碰、

敲打、剧震氧气瓶，严禁

油手、油物触及氧气瓶，

严禁氧气瓶在烈日下曝

晒。气焊火源需距氧气瓶

3~5 公尺，防止爆炸。 

7、焊补油桶、油箱时，

焊前必须将油垢清除干

净，小心施焊，防止爆炸。 

8、下班前必须切断电

源，关闭氧气、乙炔。 

二、焊接作业 9 不烧 

1、要害部门和重要场

所未经批准不烧; 

2、不了解焊接地点周

围情况不烧; 

3、用可燃材料作保温

隔音的部位不烧; 

4、装过易燃易爆物品

的容器不烧;  

5、不了解焊接物内部

情况不烧; 

6、密闭或有压力的容 

 

重

人

性 

 

重

激

励 

 

重

文

化 

（1）勤奋 

如果你天赋稍浅，请

你选择勤奋，因为勤能补

拙；如果你很聪明，请你

选择勤奋，因为这样便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明明自己很笨，却

还要比别人更懒。 

（2）正能量 

如果你认为你遇到了

好事，请你传递正能量，

因为它会帮你变得更好；

如果你认为你遇到了坏

事，请你保持正能量，因

为负能量只会让事情变得

更糟。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狗嘴里总吐不出象

牙。 

（3）付出 

如果你能看到你的未

来，请你多付出，因为这

样会让你的未来快点到

来；如果你看不到你的未

来，请你多付出，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让你看到未

来。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总觉得自己付出太

多吃了大亏。 

（4）紧盯目标 

如果你后期的目标可

以轻松完成，请你给自己

制定一个挑战目标，因为 

你完全可以做到；如果你 

后期的目标有压力，请你

不要放弃，这才是对你真

正的考验。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永远说目标“太高

了”！ 

（5）有担当 

如果这件事是你的

错，请你担当，这样你才

会成长；如果这件事不是

你的错，请你担当，这样

你便有了更大的担当。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都他妈是别人造

成的”。 

（6）服从 

如果你觉得你的上级

无能，请服从，因为他是

你的上级；如果你觉得你

的上级很有能力，请服从，

因为他是你的上级。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这个世界上就他最

厉害。 

（7）忠诚 

如果你觉得你的公司

不好，请忠诚，因为这样

才能提升你的适应能力；

如果你觉得你的公司很

好，请忠诚，因为这样你

便拥有了一个好的平台。 

而那些我不想要的员

工是，不但频繁跳槽，而

且永远说上一家的不好。 

器管道不烧; 

7、焊接部位有易燃易

爆物品不烧; 

8、附近有与明火作业

相抵触的作业不烧; 

9、禁火区内未办理动

火审批手续不烧。 

三、九不焊割规定 

1、在重要场所，未采

取措施，未经领导、车间、

安全部门批准和办理动火

证手续者，不能焊割。 

2、在容器内工作没有

12V 低压照明和通风不良

及无人在外监护不焊割。 

3、未经领导同意，车

间、部门擅自拿来的物件，

在不了解其使用情况和构

造情况下，不能焊割。 

4、盛装过易燃、易爆

气体（固体）的容器管道，

未经用碱水等彻底清洗和

处理消除火灾爆炸危险

的，不能焊割。 

5、用可燃材料充作保

温层、隔热、隔音设备的

部位，未采取切实可行的

安全措施，不能焊割。 

6、有压力的管道或密

闭容器，如空气压缩机、

高压气瓶、高压管道、带

气锅炉等，不能焊割。 

7、焊接场所附近有易

燃物品，未作清除或未采

取安全措施，不能焊割。 

8、在禁火区内未采取

严格隔离等安全措施，不

能焊割。 

9、在一定距离内，有

与焊割明火操作相抵触的

工种（如汽油擦洗、喷漆、

灌装汽油等能排出大量易

燃气体），不能焊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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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想要的员工  
日前，省水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河北省水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实施情

况考核细则（试行）》，

自 2017 年至 2020 年，

河北省将逐年对上年

度各地实施“水五十

条”情况进行年度考

核，主要考核水环境质

量目标、水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完成情况。对未

通过年度考核的，暂停

审批有关市相关责任

控制单元新增排放重

点水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 

考核细则提出，考

核以水环境质量目标

完成情况作为刚性要 

求，兼顾水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完成情况。 

考核细则明确，各

地党委、政府按照“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原

则，对本地落实国家和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情

况、考核结果负总责。

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

整改期满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取消该市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园林城

市等荣誉称号。 

2021 年对 2020 年

度进行终期考核。对未

通过终期考核的市，必

要时由省委、省政府领

导同志约谈市委、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 

 

据了解，邢台市今

年将关停 2 家电厂、3

家大型煤矿，以改变

“工业围城”带来的严

重大气污染现状。目前

邢台市内有钢铁产能

800 万吨、煤化工产能

700 万吨、平板玻璃 1.8

亿重量箱、火电装机

300 万千瓦。同时，84%

的燃煤集中在市区及

周边。产业结构过重、

布局不合理，成为邢台

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   

同样为大气污染

困扰的石家庄市，也面

临着电厂、化工、制药

等“围城”现象，今年

石家庄将完成三环路

内 19 家高排放企业搬

迁 

迁工作，目前已有 14

家企业迁出，今年底前

石钢、河北维尔康药业

等 5 家企业将全部完

成搬迁改造任务。 

省环保厅副厅长

殷广平表示，大气污染

治理已进入攻坚期，今

年河北将实施工程减

排与结构减排并举，着

力在优化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和空间布局上

下功夫。全省各设区市

和污染严重的县（市、

区）将制定实施大气质

量限期达标、城区工业

企业调整退出、工业园

区调整等规划，明确年

度目标和措施，确保治

理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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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安监总

局召开危险化学品事

故多发地区和重点监

管地区遏制事故专题

会，分析研判形势问

题，研究完善对策措

施，并对“两会”期间

和重点地区危险化学

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强调。 

会议要求，各地区

突出重点，加大对企业

复产复工、试生产等环

节和危险化学品罐区

等重大危险源的安全

监管力度，督促停产停

工企业在复产复工前

开展全面、系统的安全 

检查。充分发挥事故的

警示教育作用。严肃事

故调查处理。抓住危险

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的契机不放手，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各级责

任，加快建立省、市、

县三级以及企业的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分布电子图、安全风险

等级分布电子图，建立

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数据库。会上，近期发

生事故地区的安监部

门负责人、事故单位负

责人汇报了事故调查

处理情况和遏制事故

发生的措施安排。 

焊接作业知识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