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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取决于安全意识 

为一线员工送清凉 

                                                                                                

              

 

 

 

 

 

 

 

 

 

 

 

 

 

   

 

 

 

 

 

 

                                                                    

 

  

 

   

 

 

 

 

 

 

 

 

 

 

份骄傲溢于言表，花

园式厂区让员工充满

了“幸福感”。家属

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眼

前的美景，在叠水前、

在假山旁、在花丛中...

纷纷拿出手机，拍视

频、合影留念。 

集团公司搬迁以

来，高度重视绿化工

作，绿化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各类乔木、

灌木、景观植物有 50

多种。每一位员工对

工作的辛苦付出，与

员工家属在背后的默

默支持是密不可分

的，组织员工家属开

放游活动就是要做到

让“员工开心、家属

放心、企业和心”。 

 

 

音，看不到浓烟滚滚、

暴土扬灰的画面，厂房

内整齐清洁、井然有

序，厂房外绿草如茵，

鲜花盛开，工人们坐在

操控室里用电脑控制

生产流程……在集团

公司的所见所闻，完全

颠覆了家属们以往对

化工企业的传统印象。 

“这里的工作环

境实在是太美了，绿树

成荫，鲜花点缀，就像

一个花园似的，完全出

乎我的想象，我老公在

这里上班，我非常放

心。”一位员工家属表

达了自己的心声。 

员工带着家人一

边走一边介绍厂区的

亮点，那份自豪、那 

有老人、有伴侣、有孩

子。走进厂区，路旁的

绿化生机盎然，景观带

绿草茵茵，花枝招展，

无论哪个角落，都会感

受绿色的气息，都会让

人心旷神怡，由衷地赞

叹这里优美的工作环

境。厂区内听不到机器

隆隆、设备轰鸣的声 

进入仲夏，厂区内

绿草茵茵，鲜花盛开，

优美的田原风光初步

展现，为了增强员工家

属对我们日常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公司于暑

期举办了“田原家属开

放游”活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

员工和家属近 100 人， 

作；同时要求给每个生

产员工发放一条优质

毛巾，希望大家在高温

下注意保护身体，注意

安全防范。 

    员工们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纷纷表

示不辜负公司领导对

他们的关怀，现在的工

作条件不断的改善，会

珍惜岗位，尽心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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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雷击、触电、

火灾：对各种电气设备

逐一检查，杜绝有漏

电、跑电现象。对低压

照明设备、露天开关、

闸刀等设备要采取措

施做好预防工作。加强

对员工安全用电教育。 

2、防人身伤亡事

故：员工要严格按照规

程操作，做好巡检工

作，发现苗头及时处

理。启动设备或转动设

备前要认真检，并做好

防护措施。 

3、防车祸。 

4、防中暑：注意

喝足够的白开水，中

午、晚上要睡眠充足。 

5、防淹溺。 

6、防中毒：员工

须注意自己的饮食起

居，注意食品卫生。 

7、防倒塌及高空

坠落：在进行高空作业

时，要做好安全措施，

注意支撑物的安全可

靠性，对厂房经常检

查，尤其是墙角、屋顶。 

8、防洪排涝：要

经常检查水管、下水道

的疏通情况，做好及时

排水的准备。防止水

管、闸门有漏水、跑水

现象，发现问题及时修

理。防洪抢险队伍要做

到人员、工具、措施三

落实。     （设备部） 

全面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必须让员工全

面参与管理中，让他们

能说话、敢说话，才能

使他们自觉的尽责任

的同时，关心监督他人

的责任落实，使企业的

安全主体责任切切实

实的全面落到实处。 

在安全生产上,人

人平等，管理者和普通

职工一视同仁，大家都

是安全生产负责人。因

此，管理者不要在管理

会议上高高在上，要让

职工有“敢说话”的“话

语权”，要让职工有“能

说话”的“决策权”。

管理者要以普通员工

的 

的身份，以平等的姿态

躬身多听员工在安全

管理上的好建议，要让

员工感觉到自己真正

是企业的主人，人人都

自觉的负起安全责任，

在各项工作中行使主

人公的安全权利，敢于

说话，把好的安全管理

经验计策贡献出来，工

作中认真安全巡检，看

到不安全行为敢于大

胆予以制止，在安全管

理中人人都负起责任，

自觉尽责，才能切实做

好全方位全过程安全

生产，真正将主体责任

落到实处，保证企业生

产安全。 

 
“四小时复命制”

是目前管理学中最有

效、最实用的沟通和反

馈机制。核心内容为： 

1、上级安排、布

置的工作或下达的命

令，下级在完成任务后

应在四小时内给予回

复，让上级及时了解工

作进展情况，以便及时

做出决策； 

2、上级下达命令

或布置工作后，下级在

发现完不成任务时起，

应在四小时内给予上

级回复，以便上级修改

命令或重新安排工作； 

3、下级完不成任

务应立即回复，必须是 

下级通过努力、排除阻

力或遇到不可抗力的

情况下，确实无法完成

任务时才予回复； 

4、下级制定的工

作计划，也必须在承诺

完成时间后的四小时

内给予回复，做到安排

工作时有具体要求，遇

到困难时及时反馈，完

成任务后及时复命； 

5、下级向上级呈

报或承诺的工作，应在

接受任务后就工作进

展情况、完成情况在四

小时内向上级回复； 

6、上级在接受汇

报后 4 小时内给予下

属工作进度的反馈。 

 

 

酷暑盛夏，热浪滚

滚，连日来，高温天气

节节攀升，最高可达

37-39℃，工作在厂房

内的员工汗流浃背。 

为关爱坚持奋战

在一线的员工，董事长

安排办公室熬制绿豆

汤，备好冰镇瓶装水和

藿香正气水，每天两次

送到生产一线，切实为

一线员工做好服务工 

 

 

小时候，当我们背

起书包，走向校园，妈

妈深情的话语在耳畔

响起，过马路的时候要

小心车辆，注意安全；

长大后，当我们拿起背

包要去远行，朋友们亲

切的关怀一直不断，出

门在外要多加小心，一

切要注意安全;当我们

踏上工作岗位，领导反

复强调的话题是：注意

安全，安全不是事后诸

葛，应该三思而后行。 

保安全千日不足，

出事故一日有余。亲人

深情的叮嘱，朋友亲切

的关怀，领导反复的告

诫，每时每刻都萦绕在 

我们的身边，这些都是

对安全最充分最细致

的注解。 

灾难的发生对每

个人来说不分贫富贵

贱，不论性别年龄，不

论强壮盈弱，如果缺少

应有的警惕，不懂得起

码的安全常识，那么危

险一旦降临，本可能逃

离的厄运，却都在意外

中发生了，那么怎样才

能安全呢? 

我认为安全源于

责任、源于细节、源于

防范。虽然这次“安全

生产月”活动过去了，

但安全在我们的意识

中永远不能松懈。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6 号）文件规定：

7 月 1 日起，只要增值

税普通发票有购买方

纳税人识别号栏次的，

必须填写购买方纳税

人识别号，且发票内容

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

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发

票，不得作为税收凭

证。我们在报销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报销人取得相

应的报销单据，且报销

单据上面经办人、验收 

证明(复核)人、审批人

签名齐全，报销单据所

附原始凭证应是税务

机关认可的合法、完

整、有效凭证； 

2. 报销单各项目

应填写完整，大小写金

额一致，并经部门领导

有效批准； 

3. 有实物的报销

单据需列出实物明细

表并由验收人验收后

在发票背面签名确认； 

4. 招待费需注明

其招待人员及人数，出

租车票据需注明业务

发生时间、起止地点、

人物事件等资料。 

                                                                                                 

              

 

 

 

 

 

 

 

 

 

 

 

 

 

 

 

 

 

 

 

 

 

 

 

 

 

 

 

 

 

 

 

 

 

 

 

 

 

 

 

 

 

岗位安全工作职责，控制

各项参数在指标范围内。 

27、启动机泵（传动

装置）前必须盘车。 

28、转动设备启动前，

必须进行检查确认无误

后，方可启动。 

29、转动设备严禁触

摸、擦洗、拆卸、清扫运

转部件；严禁在运转部件

附件探取物件、带手套作

业；运转部件未完全停止

前，严禁用手、脚、其他

物件强制制动。 

30、严禁非电器工作

人员随意乱动电器设备，

电器设备发生故障，须通

知电工处理，其他人不许

乱动。 

31、电器设备必须保

持干燥、通风，严禁湿手

接触开关、电器设备；严

禁用水清洗带电电器设

施。 

32、电器设备发生火

灾，在未切断电源的情况

下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 

33、进入高压带电设

备区域作业须设专人监

护，按规定佩带防护用具。 

34、严禁私自乱接、

乱拉电源，私装各类电器

设备。 

35、严禁不切断电源

进行临时电源接引工作。 

36、严禁用铁、铜丝

作保险丝；隔离开关、跌

落保险严禁带负荷操作。 

37、严禁随意操作挂

有警示牌的电气开关；严

禁随意拆除电气开关上的

警示标识。 

38、班组长在作业前

必须对班组人员进行安全

交底后方可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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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洗衣物。 

12、严禁擅自排放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的

危险化学品。 

13、严禁在运转设备、

机架、走板、栏杆上坐、

卧、跑、跳，严禁跨越走

板、栏杆、皮带输送机等

运行机器。 

14、严禁在作业现场

玩耍、嬉闹和打架、斗殴。 

15、员工必须遵守各

类安全警告标志、标贴及

警示指示。 

16、员工上下楼梯必

须扶扶手。 

17、严禁在走动、跑

动过程中玩手机。 

二、员工防护安全 

18、作业前须按作业

要求佩戴各类劳动防护用

品后方准作业。 

19、工作服须系扣，

扎紧袖口、裤脚和衣襟。 

20、女工应将长发整

理好，放入安全帽内。 

21、安全帽须系带；

严禁坐、压安全帽。 

22、安全带须高挂低

用，严禁将安全带的腿带

拆除，严禁将安全带当绳

索使用，安全带在使用过

程中严禁打拧。 

23、严禁穿带铁钉的

鞋子和易起静电服装进入

防爆区。 

24、严禁私自拆除劳

动防护用品的零部件。 

三、员工操作安全 

25、岗位员工必须严

格执行岗位交接班制度。 

26、岗位员工必须认

真执行岗位操作法，履行 

39、各种压力容器在

承压状态下严禁敲打和维

修，严禁乱动压力容器上

的安全保护装置。 

四、员工现场安全 

40、工作现场照明不

足，威胁安全生产时，应

及时与电工联系处理。 

41、已安装好的安全

罩或围栏等隔离装置，不

得随便拆除。 

42、严禁随意靠近运

行中的电气设备带电部

分。 

43、严禁在未设安全

措施的同一部位同时进行

高处上下交叉作业。 

44、车辆进入易燃、

易爆装置区须装阻火器。 

45、严禁在卷扬机、

皮带机等动转设备上（周

围）站立、逗留、跨越、

穿越或行走。 

46、严禁钻到运行中

的皮带下部架构内清理杂

物。 

47、严禁擅自移动、

更改安全设施。 

五、员工作业安全 

48、未办理动火作业

票，严禁动火作业。 

49、未办理受限空间

作业票 ,严禁进入受限空

间作业。 

50、未办理高处作业

票及不系安全带者 ,严禁

登高作业。 

51、未办理电气作业

票（临时用电作业票）,严

禁电气操作作业。 

52、未办理吊装作业

票及 6 级以上强风，暴雨

或雷电时,严禁吊装作业。     

53、未办理盲板作业

票及，严禁盲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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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条员工行为规范（一）  
7 月 21 日，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召开全

国安全生产工作视频

会，总结上半年安全生

产工作，分析面临的形

势，部署抓好全国安全

生产大检查和下半年

重点工作。总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付建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 

付建华指出，全国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

转，但是，安全生产形

势依然严峻，他强调，

下半年将召开党的十

九大，这是全党全国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各级安全监管监

察部门要按照国务院

安委会的统一部署，认

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

生产大检查。 

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

生产大检查。要严格履

责，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推动大检查各项工

作扎实开展；要严格执

法，依法严惩一批违法

违规行为，关闭取缔一

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

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

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

和个人；要采取督查督

导、明查暗访、巡查考

核等方式，推进大检查

各阶段工作取得实效；

要狠抓整改，强化安全

防范措施落实，及时化

解风险、消除隐患；要

加大宣传，推动大检查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2016 年 12 月，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环境保护税

法”。作为我国第一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单行税法，“环境保护

税法”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 月 26 日，财政

部、税务总局、环境保

护部起草《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

施条例》(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条例)，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次公布的条例

对环境保护税的纳税

人、征税对象、计税依

据、税收减免、税收征

管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对其中的条款做了具 

 

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公

众可以在 7 月 26 日前，

通过财政部网站或邮

寄信函提出意见。 

据行业人士分析：

以年产值 5000 万元为

基准的中型化工企业

为例：每年度需缴纳大

气污染物税额，累计约

6-12 万元; 需缴纳水污

染物税额，累计约 8-15

万元; 需缴纳锯末，粉

尘，化工垃圾，等固体

废物税额，累计约

15-30万元;需缴纳噪声

税额，累计约为每月

5000-2 万元。综上所

述，一家中型化工企业

的年度环保税额，应该

在 30-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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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19 日，中

国石化联合会 2016 年

度石油和化工行业能

效“领跑者”发布暨节

能技术交流与推广会

在东营市召开。会议重

点发布了炼油、甲醇、

合成氨等 17 个产品,29

个品种的能效“领跑

者”标杆企业名单及指

标。从公布的数据上

看，行业能效“领跑者”

能效水平有了进一步

提高，“领跑者”的能

效水平正在成为行业

能耗标准的先进值，跟

跑企业的能效水平也

在努力向先进值靠近。

行业节能降耗成绩卓

著。 

    2016 年行业能效

领跑者名单：1、以优质

无烟块煤为原料的合

成氨生产企业吨氨综

合能耗（千克标准煤）、

吨氨电耗（千瓦时）依

次为 1079、1059（河

南心连心）；1094、1208

（山西天泽）；1096、

1155（安徽昊源）。2、

以非优质无烟块煤（型

煤）为原料的合成氨生

产企业吨氨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氨

电耗（千瓦时）依次为

1170、1255（河南骏

化）；1206、1328（智

胜化工）。 

 

 

员工行为规范是指企

业员工应该具有的共同的

行为特点和工作准则，它

带有明显的导向性和约束

性，通过倡导和推行，在

员工中形成自觉意识，起

到规范员工的言行举止和

工作习惯的效果。 

一、员工一般安全守

则 

1、未穿戴劳动保护用

品 ,严禁进入生产或施工

现场。 

2、严禁赤脚、穿拖鞋、

凉鞋、高跟鞋进入作业现

场。 

3、严禁饮酒者进入生

产和施工区域。 

4、严禁带陌生人进入

生产装置、关键装置、重

点部位区域。 

5、员工必须遵守劳动

纪律，服从领导和安全管

理人员的指挥。 

6、严禁在上班时间睡

岗、离岗、串岗、长时间

占用生产电话、干与生产

无关的事。 

7、严禁携带火种和易

燃易爆、有毒、易腐蚀物

进入装置区；严禁在厂区

内吸烟和随意使用明火。 

8、严禁在易燃、易爆

区使用非防爆器具。 

9、未取得安全上岗作

业证的特殊工种 ,严禁独

立上岗操作。 

10、严禁随意乱动厂

内设备、设施和化学品；

不是自己分管的设备、工

具严禁动用。 

11、严禁使用汽油等

易燃液体擦洗设备、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