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TY5349996@qq.com 

安全取决于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必须敢于担责 

                                                                                                

              

 

 

 

 

 

 

 

 

 

 

 

 

 

   

 

 

 

 

 

 

                                                                    

 

 

 

   

 

 

 

 

 

 

 

 

 

 

进行相应的处罚。 

安全是天字号工

程，需要每个人添砖加

瓦、贡献力量。身为集

体中的一员，员工应增

强担当意识、大局意

识，相互间多“挑刺”、

寻短板，形成合力根除

隐患，这样不仅有利于

安全型班组建设，而且

有利于凝聚班组力量，

确保生产的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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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最为关键。如果我

们各级管理者现在还

没有目标、没有计划、

没有行动，那就赶快亡

羊补牢，抓紧制定一个

切合实际、详尽可行的

年度工作计划，确保自

己在新的一年有所作

为，有所激励，不再像

以前一样庸庸碌碌、浑

浑噩噩的混日子。我们

要用不变的信念、必胜

的信心、加油的实干来

扭转困境，不管我们处

在何种岗位，肩负什么

职责，都要尽自己的最

大努力去认真工作；您

是一名操作工，那就请

你恪尽职守安全生产；

您是一位维修工，那就

请你捡起遗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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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钉；您是一位管

理者，那就挺起您的

脊梁带着员工往前

走。我们要进一步调

整思路，优化生产，

在安全环保上下功

夫，重视水的管理和

脱硫等问题，把各项

工作做到位，抓住当

前市场有利时机，争

取效益的最大化。 

    百 舸 争 流 竞 千

帆，同心携手求发展。

2017 年，让我们闻鸡

起舞、撸起袖子加油

干，以高度负责、认

真细心、积极主动的

态度做工作，共同打

造一个管理过硬、基

础扎实、竞争力强的

崭新田原！ 

 投稿邮箱：TY5349996@qq.com 

，可是因为害怕担当责

任，对隐患采取隐瞒态

度，最终导致事故发

生，这种心态不仅会伤

害别人也会伤害到自

身，是要不得的。在日

常工作中，车间领导应

当根据每名员工的性

格特点和工作态度进

行排班，让责任心强的 

近日，听闻这样一

件事，在交接班过程

中，当班员工发现轻微

隐患后害怕担当责任，

隐瞒不报，未对接班员

工及时进行安全提示，

导致接班员工在接班

过程中“挂彩”。 

发现隐患及时消

除，这是员工职责所在 

班组交接虽然是

一项简单的日常事项，

但绝对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班组上下班交

接和交接班记录的传

递能起到沟通信息、发

现问题、协调配合的作

用。只有规范班组交

接，遵守交接班制度，

按照“接班者未到不交

班，接班者没有签字不

交班，事故没有处理完

不交班”，严格落实，

才能确保企业安全。 

班组交接要防范

以下三点： 

第一，不要“聋子

式”的交接。交接的过

程中，听不到一点声 

 

音，或因场地原因，听

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不

知道你跟我说了什么，

而我问的问题、要了解

的情况对方也听不到。 

第二，不要“哑巴

式”的交接。交接的过

程中，相互不说一句

话，或者自说自话，没

有对要交接的情况进

行有效沟通、交流。 

第三，不要“瞎子

式”的交接。交接的过

程中，所有要交办的事

情、要注意的事项，看

不到一点文字记录痕

迹，没有一点交接台

账，到了现场，就变成

两眼摸黑的瞎子。 

    目前，集团公司压

缩机改造、尿素发电、

变压吸附、汽轮机拖动 

等技改项目正在稳步

实施，预计 3 月初可全

部完工。 

 
“卖了算”，讲的

是好歹将产品销售出

去，以完成经营任务为

目的而不计其他，或者

少有考虑利润、销售成

本等其他方面。“算了

卖”，则是经过销售前

期的细心筹划，将利润

的“小算盘”好好打上

一打，综合考虑各方面

的因素，比如销售价

格、销售服务等，在最

终权衡之后，做出的销

售决策。 

看似简单的汉字

排列次序之别，反映出

来的却是销售思路翻

来覆去的变化。如今，

算好经济账，不仅仅是 

企业推进以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和素

养为内容的 5S 管理工

作，被有些人轻蔑地称

之为“形象工程”，认

为没有必要花那么大

功夫搞。这种看法，只

能说是失之偏颇。要说

形象，企业改善和提高

自己的形象，有什么不

好呢？整齐、整洁的工

作环境，容易吸引客

户，让客户信赖企业，

愿意合作。即使拥有世

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

艺或设备，如不对其进

行有效的管理，工作场

地一片混乱，工件乱堆

乱放，其结果只能是生

产效率低下，员工的工

作情绪受到影响。 

产效率低下，员工的工

作情绪受到影响。只有

通过经常性的清扫整

理，不断净化工作环

境，才能有效地避免污

损物品或损坏机械，维

持设备的高效率，提高

生产品质。各类物资储

存明确，摆放定位，工

作场所保持宽敞、明

亮，通道随时畅通，没

有不该放置的东西，意

外事件的发生就会减

少，安全添了保障。 

做好这方面工作，

关键要从员工意识着

手，培养典型，树立样

板，让大家逐步养成事

事讲究的良好习惯。 

 

 

 

员工负责巡检和操作，

车间领导及时检查、督

导，平时多关注性格内

向的员工，多学习和分

析事故案例，让他们心

中的潜在“隐患”得到

根除。同时，用好激励

机制和惩罚措施，对隐

患发现及时的员工进

行奖励，对隐患眼中发

现、心中放过、默不作

声的员工公开曝光，并 

 

 

 

销售成功的关键，更是

关乎企业能否在竞争

中获利、乃至生存下来

的大事。从“卖了算”

到“算了卖”，是销售

方式与思路的转变，是

从被动销售到主动销

售的关键。 

说到底“卖了算”，

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

放在低价竞争上。然而

很多时候，单纯凭借低

价格带来的往往并不

是销量的提升，还有企

业利润的损失。多卖一

吨产品就要多挣一分

钱，“算了卖”和好的

服务相结合，会让销售

之路越走越宽！ 

与技改齐头并进，成本

控制向目标进一步靠

近。虽取得一些成绩但

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

的人不想事，不干事，

有的人干不到点上，干

不成事，这直接影响了

公司工作的整体开展；

有些岗位职责不清，分

工不明；有些工程或杂

活不计成本，不实行承

包；安全环保、节能降

耗没做到位，等等。 

走进 2017，我们期

待企业走上健康之路，

无论面临的是什么形

势、什么样的挑战，最

终什么结果，起决定因

素的将是人的努力与

否。如今鸡年已始，如

何让把工作干好、干出 

 

 

新年前夕，国家主

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

词，对风云激荡的 2016

年进行了深情回顾，对

波澜壮阔的 2017 年进

行了全面展望，并喊出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行动口号。这是一句极

其朴实的话，一句妇幼

皆知的大白话。在农村

呆过的人都知道，当老

百姓准备下田干活的

时候，都要撸起袖子。

撸起袖子是告诉自己

要卖力干活！2017 年企

业、员工，亦应如此。 

过去一年，对于集

团公司来说，是生与死

挣扎的一年，面对复杂

严峻的形势，我们迎难

而上、负重前行，搬迁 



2 月 16 日，工信

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

长潘爱华带队赴中国

氮肥工业协会调研。潘

爱华提出，要在氮肥消

费需求下降的严峻形

势下，加快化解氮肥行

业过剩产能，推动氮肥

行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我国目前

尿素产能近 8000 万

吨，而全国范围内对尿

素的需求量不超过

6000 万吨，行业过剩

产能逾 2000 万吨。与

此同时，国家化肥相关

优惠政策陆续取消，煤

炭、天然气等尿素原料 

价格上涨，国家对化肥

运输限制加大、运输成

本上升都使得企业经

营愈发困难，行业景气

度持续低迷。 

根据统计，目前为

止我国氮肥行业已经

连续三年亏损，而且

2016 年的亏损额更是

大幅增长。在 2016 年

前 11 个月，氮肥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2011.0

亿元，同比降低 12.7%;

行业亏损 93.8 亿元，

同比增加 355%。据统

计，284 家氮肥企业中，

有 150 家企业亏损，亏

损面 52.8%;亏损额 142 

                                                                                                 

              

 

 

 

 

 

 

 

 

 

 

 

 

 

 

 

 

 

 

 

 

 

 

 

 

 

 

 

 

 

 

 

 

 

 

 

 

 

 

 

 

 

05 蝶阀 

工作原理 

蝶板由阀杆带动，若

转过 90°，便能完成一次

启闭。改变蝶板的偏转角

度，即可控制介质的流量。 

碟阀作用 

蝶阀适用于发生炉、

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

气、城市煤气、冷热空气、

化工冶炼和发电环保、建

筑给排水等工程系统中输

送各种腐蚀性、非腐蚀性

流体介质的管道上，用于

调节和截断介质的流动。 

试压方法 

气动蝶阀的强度试验

与截止阀一样。蝶阀的密

封性能试验应从介质流人

端引入试验介质，蝶板应

开启，另一端封闭，注入

压力至规定值。 

检查填料和其他密封

处无渗漏后，关闭蝶板，

打开另一端，检查蝶板密

封处无渗漏为合格。作为

调节流量用的蝶阀可不做

密封性能试验。 

06 闸阀 

工作原理 

闸阀的启闭件是闸

板，闸板的运动方向与流

体方向相垂直，闸阀只能

作全开和全关, 不能作调

节和节流。 

闸阀的闭合原理是闸

板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高

度光洁、平整一致, 相互

贴合 , 可阻止介质流过 , 

依靠顶模、弹簧或闸板的

模形, 来增强密封效果。 

闸阀作用 

闸阀在管路中主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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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对分内之事

敢说“不知道”的人。 

对分内之事说“不知

道”，原因可能是“没记

住”，但最可能的原因是

“没干过”。无论是“没

记住”还是“没干过”，

都属于失职范畴。现实中，

“不知道”分内某些事很

正常，但是，一旦把“不

知道”三个字说出来就不

正常了，那就是在表明一

种毫不在意的敷衍立场。 

第二种：对工作推说

“不会做”的人。 

对分内工作推说“不

会做”，最可能的原因是

“不想干”。无论是“干

不了”还是“不想干”，

都与“称职”二字相距甚

远。没有人天生就有干成

事的能力，都是学过之后

才会干，或是干过之后才

会做。今天说“不会做”

的人，那明天肯定还是会

说“不会做”，如此类推。

而且，没有干过，则意味

着一辈子都不会做。企业

支付工资给下属，可不是

为了换取一句“不会做”。 

第三种：出问题说“不

怪我”的人。 

出现问题忙说“不怪

我”，原因可能真的是“不

怪他”，但即使“不怪他”，

一旦把“不怪我”三个字

急忙说出来，急忙撇清责

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

露一种不敢担当的心态。

现实生活中，“不怪我”

三个字常出于小孩之口，

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还

要把这个三个字挂嘴巴， 

那就和小孩子的担当能力

没有任何区别。 

第四种：登门协调办

事“不客气”的人。 

登门协调办事“不客

气”，最可能的原因却是

“不愿尊重人”。企业工

作中，协调工作是件经常

性的事务，但总有些人喜

欢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和“下达命令”的口吻协

调工作，结果总让人感觉

不被尊重而不愿意协调配

合，以致工作不能顺利、

高效开展。工作出现问题

后，责任貌似在配合者身

上，但根源却在“不知礼

节”者身上。 

第五种：受人帮助从

来“不言谢”的人。 

受人帮助从来“不言

谢”，最可能的原因是“认

为一切都理所应当”。话

说“帮人是情分，不帮是

本分”，一个受人帮助从

来“不言谢”的人，其实

就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不懂感恩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不懂感恩的人通常

会恩将仇报。 

第六种：看到危险信

号“不支声”的人。 

看到危险信号“不支

声”，最可能的原因是“等

着看热闹”。企业之中，

如果多数人等着看企业的

热闹，责任肯定在管理者

身上的，若只有少数人等

着看企业的热闹，那就另

说了。所以，企业在查办

问题追究人员责任时，还

要把那些“等着看热闹”

的“帮凶”揪出来。 

切断作用，流体阻力小，

启闭省劲，可以在介质双

向流动的情况下使用， 没

有方向性，全开时密封面

不易冲蚀，结构长度短，

不仅适合做小阀门，而且

适合做大阀门。 

试压方法 

闸阀的强度试验与截

止阀一样。 闸阀的密封性

试验有两种方法。 

闸板开启，使阀内压

力升至规定值；然后关闭

闸板，立即取出闸阀，检

查闸板两侧密封处有否渗

漏或者直接往阀盖上的堵

头内注入试验介质至规定

值，检查闸板两侧密封处。

以上方法叫做中间试压。

这种方法不宜在公称通径

DN32mm 以下的闸阀做密

封试验。 

另一种方法是将闸板

开启，使阀门试验压力升

至定值；然后关闸板，打

开一端盲板，检查密封面

是否渗漏。再倒头，作以

上重复试验至合格为止。 

气动闸阀填料和垫片

处密封性试验应在闸板密

封性试验之前进行。 

07 安全阀 

安全阀属于自动阀

类，主要用于锅炉、压力

容器和管道上，控制压力

不超过规定值，对人身安

全和设备运行起重要保护

作用。注安全阀必须经过

压力试验才能使用。 

安全阀的强度试验是

用水作试验的。氨或其他

气体用阀以空气为密封性

和定压试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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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杜绝六种员工！  
据媒体报道，2 月

15 日起，环保部将赴

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等有关

省(市)开展 2017 年度

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

项督查。此次专项督查

由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及另外四位副部长亲

自带队，将采取督查组

进驻地方的形式，进驻

时间长达一个月。 

一、多对照环保部

发布的《环境守法导

则》检查不足 

二、本次主要督察

内容：1.各级党委、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

落实情况。2.《京津冀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 

 

施 (2016~2017)》 2016

年任务完成情况。3.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落

实情况。4.燃煤锅炉清

理淘汰工作进展情况。

5.“散乱污”企业依法

治理情况和工业污染

源达标排放工作落实

情况。 

三、环保大检查一

般都查些什么呢?1、重

点盯住中央高度关注、

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

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

题及其处理情况;2、重

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

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

及整治情况;3、重点督

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环保不作 

为、乱作为的情况;4、

重点了解地方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严格责任追究

等情况。 

那么地方检查又

会检查哪些呢? 1、生产

配件的同时有出来粉

末的辅料、相关的燃煤

锅炉等设备要查封;2、

发现有噪音、气味浓的

产品也要整顿;3、没有

营业执照、不规范的厂

家需要重新整顿;4、顺

带查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的;5、顺带查伪劣及

假冒仿牌的。6、偷排

废水; 7、排放油漆味等

刺鼻气体;8、低频噪音

或噪音过大;9、粉尘污

染;10、未公示环评;11、

无环保审批手续;12、 

电机组存在运行安全

隐患;13、违法建设;14、

私设暗管排污;15、煤

渣到处飘散;16、纸渣

挖 坑 填 埋 存 在 问

题;17、无废水回收系

统;18、未办理取水许

可 ;19 、没有亮照经

营;20、无防渗漏措施

的水塘存贮其他废弃

物;21、治污设施简陋

老旧问题;22、烟尘排

放浓度超标;23、厂区

堆积垃圾未及时处

理;24、未办理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报批手

续;25、污染治理设施

未 经 环 保 部 门 验

收;26、排污许可证过

期;27、非法生产;28、

过滤池 COD 超标;29、

无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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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加 49.5%。 

氮肥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已是当务之急，

相关部门也已对此达

成共识，行业去产能力

度正在加大。中国氮肥

工业协会此前提出，

“十三五”期间要关停

尿素产能 1300 万吨，

到 2020 年，氮肥总产

能控制在 6100 万吨，

产能利用率提升至 80%

以上。此外，国土部也

于去年 9月发文声明，

对于尿素等过剩行业

新增产能以及未纳入

《石化产业规划布局

方案》的新建项目，一

律不再受理用地预审。

此次工信部官员再度 

明确提出要求氮肥行

业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意味着行业产能过剩

情况正获得政府进一

步高度重视，未来政策

推动力度有望持续加

大。值得注意的是，

2016年底，尿素价格受

成本推动出现大幅反

弹，一定程度上或是行

业产能正在逐步出清

的一个信号。而目前即

将进入春耕用肥旺季，

尿素价格短期内有望

进一步走高。 

尿素股市上涨，从

中长期来看，行业产能

的持续出清对其也将

构成积极影响，企业盈

利能力有望得到改善。 

阀门试压方法和注意事项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