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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取决于安全意识 

 

                                                                                                

              

 

 

 

 

 

 

 

 

 

 

 

 

 

   

 

 

 

 

 

 

                                                                    

 

  

 

   

 

 

 

 

 

 

 

 

 

 

厂和田原热力公司等

地进行了实地查看。 

田原化工集团自

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认真贯彻执行《大气

污染防治法》、《河

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高度重视环保

工作，认真注重清洁

生产，营造了一个和

谐平安的企业环境。

如今，又以整体搬迁

为契机，走循环经济

发展道路，形成了一

个能源综合开发、循

环利用的产业链条，

打造出一个“国内先

进、独具特色”的花

园式现代化大型能源

化工企业。 

6 月 9 日上午，省

人大城建环资委主任

委员姬振海、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张增良带领

执法检查组来我集团，

对田原化工和田原热

力公司的大气污染防

治"一法一条例"实施

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县

领导王芃、郭义明、卢

凤合等陪同。 

检查组一行先到

办公区查看了和谐优

美、景色宜人的环境，

然后到会议室内听取

了集团领导谷发义关

于"一法一条例"执行

情况及环境工作的汇

报，之后乘车到脱硫脱

硝装置、封闭式煤棚、

加气块装置、污水处理 
 

在本次检查中发现：

各小区花草、树木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虫害 ,个别地

方有死角，1#家属院围墙

存在安全隐患 ,小区内及

大门处张贴物影响小区的

整体形象，小区外来车辆

登记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

题，要求立即整改处理。 

通过检查，加强了物

业管理人员的责任感，提

升各小区的面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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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遇事要带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主任就是火车

头，要带好各班组成员

勇往直前，敢为人先，

为大家树立学习榜样，

带动车间各项工作，做

事要有超前意识。 

二、作风讲民主：

经常召开车间会议，生

产任务布置会、质量问

题分析会、合理化建议

会，对车间的工作实行

民主管理，形成“以人

为本，人人参与管理，

个个肩上有责任，风险

共担，责任共负，荣誉

共享的好气息。 

三、批评讲方法： 

车间主任在批评员工

时，要因人制宜，掌握

心理，把握分寸。以此

注重以理服人，就事论

事，切忌以权压人“命

令式”口吻。 

四、为人讲公平：

在车间各项工作中，职

工请假，任务分配奖罚

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

的话题，主任要“一碗

水”要端平，以公平、

公正、公开办事。 

五、在“管”与“理”

上下功夫。“管”是职

责工作，是“理”的前

提；“理”是权属工作，

是“管”的反馈。 
（净化车间） 

 

    由于种种原因，建

国以后不少企业单位

长期以来安全生产情

况不好，伤亡事故多，

职业病严重。必须下决

心，花大力气，采取有

力措施，解决劳动保护

工作中的问题，扭转伤

亡事故和职业病严重

的状况。为了有效遏制

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职业卫生事故发生，经

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

委、国家建委、国防工

办、国务院财贸小组、

国家农委、公安部、卫

生部、国家劳动总局、

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

播事业局等十个部门 

共同作出决定，于 1980

年 6 月在全国开展安

全月活动，并确定今后

每年 6 月都开展安全

月活动，使之经常化、

制度化。开展安全月活

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

次，这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劳动者的安全健康

的关怀，也是四化建设

的迫切需要。于是乎，

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

“安全生产月”活动诞

生了。 

2017 年第十六个

安全生产月主题：“全

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合成车间） 

 
安全工作是各行

各业的立足之本，是提

升企业管理的重要手

段之一，必须常抓不

懈。大会讲，小会说，

教育职工如何如何重

视，如何如何查找隐

患，然而我们要说的却

是要从思想上引起高

度重视。在好的理论也

要实践来证明，只有思

想上重视了，“我要安

全”才能真正落实到实

际行动上。 

不从思想上重视

安全，就会养成得过且

过、唯我独尊的一种作

风，就会心中存有”安

全不是我的事“的意 

识。当隐患出现时视而

不见，不安全行为被指

出后不闻不问，久而久

之，必然会出大事故。

更有甚者，看别人出事

的笑话，其后果相当严

重，必须彻底根治。 

安全就是一种从

思想高度重视的责任，

要将“要我安全”转变

为“我要安全”自觉行

动，企业要经常对员工

灌输这种理念，要通过

各种事故案例剖析事

故产生的根源，强化生

活、生产、工作中的安

全重要性，教育员工从

点滴做起养成良好的

遵守安全工作作风。 

 

 

为加强小区环境卫生

及安全保卫管理工作，6

月 6 日上午，集团副总刘

玉甫组织办公室、人资部

和物业管理人员对田原新

村、田原电力小区、电力

局 1-4#家属院的环境卫生

及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综

合检查，通过发现问题、

限期整改、互看互学、共

同进步的形式，来推动小

区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董事长强调，公司

安全生产始终是第一

要务，也是企业健康发

展的基本保障。各部门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

思想，要树立一切为生

产服务的思想，二线人

员要主动为一线服务，

加强与一线的协调沟

通，把作风整顿体现到

自身行动上。最后，董

事长要求各职能部室

对照工作散漫、服务意

识不强、沟通协调不到

位等整顿重点，结合自

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

刻剖析，写出整改措

施，为企业发展提供正

能量支持。 

6 月 11 日上午，

董事长组织各职能部

室召开思想纪律作风

揭摆会，集团领导、各

职能部室副职以上人

员参加了会议。 

董事长指出，目前

企业管理存在问题的

结症就在职能部室管

理人员的思想、纪律和

作风上面，主要表现在

部门和部门之间推诿

扯皮、不互相配合，部

门光知下达指令、不知

深入现场，部门不为解

决问题、只为完成指标

任务，等等方面，并逐

个列举了各职能部室

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7 年全国节能

宣传周 11 日正式启

动。今年的宣传周是我

国第 27 个全国节能宣

传周，主题是“节能有

我，绿色共享”。 

为加强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

资源观，促进绿色低碳

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 14 个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 2017 年全国节

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

日活动的通知》，决定

今年 6月 11日至 17日

为全国节能宣传周;6

月 13日为全国低碳日 

今年的低碳日是我国

第 5 个全国低碳日，主

题是“工业低碳发展”。 

据介绍，今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

碳日活动期间，各地方

将围绕宣传主题，举行

公益广告展播、节能进

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节

能技术推广、节能产品

进商场、绿色出行、节

能有奖知识竞答、发送

主题短信，以及促进工

业低碳发展、培育绿色

低碳发展意识等多种

形式的活动。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戴好安全帽，佩戴需用的

保护仪器（如对讲机、防

护眼镜等）； 

2、熟悉装置不安全因

素，检查不安全状态； 

3、掌握装置的安全状

态； 

4、发现不安全隐患及

时汇报，能自己处理自己

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做

好记录并及时上报； 

5、确定必检路线，尽

量执行双人制； 

6、注意风向，不要在

蒸汽云中行走； 

7、注意高空悬置物

件； 

8、 注意在沟渠格筛

板上行走； 

9、注意避免踩在油类

物质或化学喷溅物上； 

    10、不要随意进入限

制区域； 

11、不要在管道上行

走。 

十三、对“任何安全

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这

句话的感想？ 

“任何安全事故都是

可以预防的”是 HSE 的安

全要决。分析安全事故的

根源是：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和环境因素。从根源

着手，应该是可以预防的。 

因为 HSE 的目标的第

一条是不发生事故；结合

HSE 的培训内容我们从管

理上下工夫首先是人为因

素：加强培训，预防在先；

第二是提高设备质量和加

强监督手段；第三是增强

环境保护和各种防范意

识；把安全作为每一个员

工的首要责任。 

从“任何安全事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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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烧密封的！ 

对于巡回检查主要应

检查： 

1、进口贮罐液面，防

止物料抽空； 

2、泵出口压力或流量

在指标范围； 

3、端面眯缝液（如有）

的流量； 

4、泵体泄漏情况； 

5、泵体及轴承无异常

声音及振动； 

6、润滑油系统完好情

况； 

7、对用冲洗液、密封

液的机械密封，要检查其

压力、流量。若无流量计，

应判断其是否畅通。 

8、有冷却液的盘根，

应检查其压力； 

9、检查轴承箱的油封

泄露情况。 

10、检查电机电流情

况。 

这些检查可能三五天

内看不出效果，但是时间

已长，对数据进行比对分

析就会知道泵的运行状况

和预计寿命。 

如果你经常巡检，那

么有点问题你不用走到跟

前就能感觉到了，这里面

就是声音和气味！保证安

全是最重要的，巡检时不

能带手机，曾经有过这样

的事故，最好带上防爆的

对讲机，人手够的话最好

俩人结伴；冬天还要注意

节能降耗，消防蒸汽不能

开的过大，不冻就 OK 了！     

十二、装置外巡检注

意事项 

1、按要求劳保着装、 

是可以预防的”这个理念

出发增强防范意识把握三

个因素的根源。严格执行

HSE 的目标和方针，从自

己做起，把握每一项工作

的责任关。才使这句话变

的有意义。 

目    标： 

不发生事故； 

不损害人身健康； 

不破坏环境。 

EHSE 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全员动手，综合管理， 

改善环境，保护健康， 

科学管理，持续发展。 

噪音的危害：长时间

接触高噪音等级 85 分贝

或高于 85 分贝，会引起一

定程度的听力受损。噪音

引起的听力受损会在接触

高噪音数小时后，随着远

离高噪音区到正常听觉会

在短时间内恢复。永久性

听力受损可能是由于年

龄、疾病、受伤或长时间

的暴露于高噪音引起的。

有经常临时听力受损的人

最终会引起永久性听觉受

损。一个爆炸声也可以引

起永久性听力受损。冷水

循环与温水循环的目的：

去除杂质，清洗设备和设

备运行的情况检查。 

在常压下，温度为

100 度，水的体积能膨胀

1600 倍。 

事故发生原因可为人

为因素、设备因素、环境

因素。 

高空作业---------凡在

工作区域内各种从事坠落

高度基准面 2 米以上（含

2 米），有坠落可能的位

置进行的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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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装置巡检注意事项（三）  
6月5日1时左右，

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

港经济开发区团林镇

的临沂金誉石化有限

公司装卸区一液化气

罐车在装卸作业时发

生爆炸，引发着火。 

事故伤亡情况如

何?据此次事故救援指

挥部发布的最新消息，

经过现场搜救，7 名失

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

不幸遇难。加上此前遇

难的 1 人，事故共造成

8 人遇难。另外，还有

9 名伤员。目前，企业

负责人已被控制，家属

安抚等善后工作正有

序进行。 

事故原因及发生 

过程如何? 5 日 1 时左

右，有 3 辆外省液化石

油车进入厂区后，1 名

驾驶人员违章操作引

发火灾，致使厂区内 6

个 1000 立方米的液化

气罐燃烧了 4 个，山东

消防部门调集了 8 个

支队、177 辆消防车、

922 名官兵、20 个灭火

冷却供水编队、11 个

石油化工编队、7 套远

程供水系统，前往事故

现场展开救援。 

对环境造成何种

影响?此次事故中的爆

燃物质为天然气和汽

油。消防废液已拦截在

场外 300 米的塘坝内，

没有进入下游河流。 

河北省“2016 利

剑斩污”专项行动是河

北省公安厅、河北省环

保厅、河北省人民检察

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联合发起的一项行

动，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开始，2017 年 4

月 30 日结束，对各类

环境违法犯罪予以了

严厉打击。 

河北省高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葛庆

龙表示，这次行动中，

在依法适用主刑的同

时，加大财产刑的判处

力度，用好罚金、没收

财产等刑罚手段，从经

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

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河北省检察院生

态环保检察处处长周

宏伟称，各级检察机关

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让犯罪分子在

受到刑事处罚的同时，

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

复赔偿义务，使受损害

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河北省公安厅副

厅长冯帆称，今年 5 月

26 日起至年底，四部

门还将联合行动，这次

打击的重点既包括偷

排偷放有毒有害气体

的涉气企业责任人和

具体实施者，也包括共

同实施犯罪的监测设

施运维单位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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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监总局副

局长付建华 11 日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企业要狠抓安全防范

责任和措施落实，坚决

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

多发苗头。 

付建华是在 2017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山

东省临沂市金誉石化

有限公司“6·5”爆炸

着火事故现场会上作

此表述的。    

会议指出，今年以

来，除山东发生这起重

大事故外，浙江、吉林、

安徽、河南、上海相继

发生了 5 起化工和危 

 

险化学品企业较大事

故。这些事故暴露出当

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工作还存在一些深

层次的突出问题，主要

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有的地方

政府安全发展理念不

牢固、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基础依然薄弱等。 

付建华强调，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

要深刻吸取教训，引以

为戒，举一反三，采取

针对性的有力措施并

狠抓落实，有效防范危

险化学品各类事故发

生。 

 

 

十一、通用设备巡检 

1、听声音，运转设备

出现异常时通常都会出现

振动或是不规律的响声，

方法是用听棒（一般是铜

管，不然螺丝刀、F 扳手

也行）一端贴在耳朵上，

一端点在设备上，重点位

置是电机的前后轴承和泵

体。 

2、查温度，就是查电

机和泵的轴承温度，最好

用红外测温仪，没有的话

用手试也行，一般泵的轴

承温度不允许超 65 度，这

个温度大概刚好是手能承

受的温度，如果手靠近就

热的不能碰，肯定高了。 

3、查泄露，对于采用

填料密封的泵，是允许有

一定泄漏量的，正常的泄

漏量是成滴状漏出，如果

是淌出甚至喷出就不正常

了，而采用机械密封的泵

一般是不允许有泄漏的，

得特别注意。 

4、看油位，对有油杯

的泵要注意看油杯油位是

否在正常范围。 

5、看压力，看出口压

力是否在正常工艺范围

内。 

6、对通有轴承冷却水

的泵，要检查冷却水量是

否正常。 

7、查震动，主要是检

查地脚螺栓是否松动 

8、特别提示：操作、

检查运转设备时，严禁戴

手套！ 

9、离心泵一般需要水

来作密封的，检查密封水

的进出一定别忘记！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