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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依托钢铁主业，稳慎多元延伸，致力于成为绿色的永锋、创新的永锋、数字的永锋、可持续的永锋产品品质理念：优秀产品是好员工干出来的   优秀员工是好道场炼出来的  道德品格：责任  荣誉  感恩

为保障公司特种设备运行安全，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装备

工程部“四举措”推进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工作，力争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

一是抓制度促规范。根据《山东省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细则》、《山东省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制定了《特

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工作体系实施方案》，对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组织机构、主要任务、工作方法等双重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规范。

二是抓培训促提升。以高 (H)、中 (M)、低 (L) 三类特种设备风险的划分为依据，通过评价方法、评价准

则、案例介绍等方面形成培训课件，系统阐述了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评价及隐患排查治理的内容，组织各单

位特设管理负责人进行培训。

三是抓试点促全面。通过参与制定《起重机械使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

南》，引进压力容器实施指南，将炼钢厂、动力能源部作为试点经过集中培育后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

方面的改进成效进行经验总结，通过经验积累，积极探索建立特种设备风险分级防控及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四是抓检查促落实。装备工程部每周对各单位双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将检查情况以问题形式进

行浮现，推动各厂部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督促逐步建立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
    我们旅行到乡间，

看到一位老农把喂牛

的草料铲到一间小茅

屋的屋檐上，不免感

到奇怪，于是就问道：

　　“老公公，你为

什么不把喂牛的草放

在地上，让它吃？”

　　老农说：“这种

草草质不好，我要是

放在地上它就不屑一

顾 ; 但是我放到让它

勉强可够得着的屋檐

上，它会努力去吃，

直到把全部草料吃个

精光。

   【大道理】人多半

是生活在猜想和期盼

中，如果你对自己的

未来一览无遗，也许

一切都会索然无味。

   从前，有两个饥饿

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

的恩赐：一根鱼竿和

一篓鲜活硕大的鱼。

其中，一个人要了一

篓鱼，另一个人要了

一根鱼竿，于是他们

分道扬镳了。得到鱼

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

起篝火煮起了鱼，他

狼吞虎咽，还没有品

出鲜鱼的肉香，转瞬

间，连鱼带汤就被他

吃了个精光，不久，

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

篓旁。另一个人则提

着鱼竿继续忍饥挨饿，

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

走去，可当他已经看

到不远处那片蔚蓝色

的海洋时，他浑身的

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

了，他也只能眼巴巴

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

手人间。

　　又有两个饥饿的

人，他们同样得到了

长者恩赐的一根鱼竿

和一篓鱼。只是他们

并没有各奔东西，而 

是商定共同去找寻大

海，他俩每次只煮一

条鱼，他们经过遥远

的跋涉，来到了海边，

从此，两人开始了捕

鱼为生的日子，几年

后，他们盖起了房子，

有了各自的家庭、子

女，有了自己建造的

渔船，过上了幸福安

康的生活。

　　一个人只顾眼前

的利益，得到的终将

是短暂的欢愉 ; 一个

人目标高远，但也要

面对现实的生活。

  【大道理】只有把

理想和现实有机结合

起来，才有可能成为

一个成功之人。有时

候，一个简单的道理，

却足以给人意味深长

的生命启示。

简单道理

养牛之道

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构建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体系是贯彻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加强特种设备安全事

故防范，实现源头治理、关口前移、

超前防范、抓根本、管长远、建长效

机制的一项重大的安全举措；是在深

刻认识特种设备安全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系统解决特种设备事故防控“想

不到”、“管不到”、“做不到”问

题，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治

本之策；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必须坚决持续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装备工程部组织各单位机动科负责人召开特种设备“双体系”宣贯会，

对第二阶段“双体系”推进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方法进行了明确。

序号 推进步骤 具体工作内容 责任部门

1 风险点排查、确定 排查并确定特种设备清单，保证全面性 各车间/岗位

2 风险辨识、分析
组织相关车间、班组、岗位人员针对特种设备进行危险源辨识、

分析
各车间/岗位

3 风险评价 已经相应标准及评价准则对风险点进行评价，确定其级别 各车间

4 风险分级管控

1、合理确定各等级风险的管控层级

各厂部/车间2、根据风险分级管控原则，确定风险点、危险源的管控措施、

管控层级，落实管控责任

5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

清单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组织相关部门、岗位人员按程序评审，

并由各厂部主要负责人审定发布
各厂部/车间

6 风险告知
1、通过有效方式告知主要风险相关内容：设置风险公告栏

各车间/岗位
2、应组织各层级、各岗位进行风险评价结果的告知培训

7
编制隐患排查

清单

1、生产现场类排查清单的内容及标准应包含风险分级管控清

单中的各风险点、危险源及管控措施
各车间/岗位

2、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的排查项目及标准应符合双体系

及地方标准要求
各厂部/车间

8 确定排查计划
排查计划应明确排查时间、排查目的、排查要求、排查范围、

组织级别及排查人员
各厂部

9 隐患排查实施 按排查计划进行排查，并填写排查记录 各车间/岗位

10 隐患治理

1、不能立即整改的隐患，由各厂部机动科下达整改通知，填

写隐患描述、隐患等级、建议整改措施、治理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

人，治理期限等

各车间/岗位

2、责任单位分析隐患存在原因，制定治理措施和应急措施或

预案，并按期限整改，并按时反馈整改情况
各车间/岗位

11
体系符合性

评审
对双重预防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评审，确定其符合性，适宜性 体系建设领导组

12 体系持续更新
根据公司作业活动和设备设施的变化，及时对双重预防体系进

行更新
体系建设领导组

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计划表

各分厂部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系推进简讯

11 月 13 日炼铁厂召开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

系宣贯推进会，重点讲解了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

系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组织机构、责任分工、主

要任务、工作方法、工作要求 7 个方面的内容，并详

细制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

A 炼  铁  厂

特种设备应急演练（轧钢厂扶梯演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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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正在厨房炒

菜。丈夫在她旁边一

直唠叨不停：慢些。

小心 !火太大了。

　　赶快把鱼翻过来。

快铲起来，油放太多

了!把豆腐整平一下。

哎唷，锅子歪了 !」

　　「请你住口 !」妻

子脱口而出，「我懂

得怎样炒菜。」

　　你当然懂，太太，」

丈夫平静地答道：

　　「我只是要让你

知道，我在开车时，

你在旁边喋喋不休，

我的感觉如何。」

   【大道理】学会体

谅他人并不困难，只

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

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

问题。

   有一天，龙虾与寄

居蟹在深海中相遇，

寄居蟹看见龙虾正把

自己的硬壳脱掉，只

露出娇嫩的身躯。寄

居蟹非常紧张地说：

龙虾，你怎可以把唯

一保护自己身躯的硬

壳也放弃呢 ? 难道你

不怕有大鱼一口把你

吃掉吗 ? 以你现在的

情况来看，连急流也

会把你冲到岩石去，

到时你不死才怪呢 ?

　　龙虾气定神闲地

回答：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你不了解，我们

龙虾每次成长，都必

须先脱掉旧壳，才能

生长出更坚固的外壳，

现在面对的危险，只

是为了将来发展得更

好而作出准备。

　　寄居蟹细心思量

一下，自己整天只找

可以避居的地方，而

没有想过如何令自己

成长得更强壮，整天

只活在别人的护荫之

下，难怪永远都限制

自己的发展。

  【大道理】每个人

都有一定的安全区，

你想跨越自己目前的

成就，请不要划地自

限，勇于接受挑战充

实自我，你一定会发

展得比想像中更好。

勇于冒险

体    谅

11 月份炼铁厂组织 3 次对特种设备隐患辨识

喷煤车间起重系统辨识,共辨识出10项问题,
已全部整改完成

微粉车间压力容器系统辨识，共辨识
4项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

原料车间压力容器系统辨识，共辨识6项
问题2项整改完成4项需停机检修处理

B 动  力  能  源  部

自 9 月份公司推动特种设备双体系建设以来，动力

能源部积极响应，一方面组织各车间进行宣贯，另一方

面根据动力能源部的特殊性，率先针对压力容器展开辨

识，积累经验为后续锅炉、起重机械、叉车、电梯的辨

识奠定基础。

动力能源部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详细的推进

计划，按照特种设备类别的不同分类进行风险辨识和分

级管控，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最后进行现场的隐患

排查和治理，动力能源部按照排定的计划有条不紊的推

进特种设备双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动力能源部共计五大

类、174 台（套）特种设备的危险源辨识、风险分级工作

已基本完成，后续将按照排查出的风险管控清单分级对

风险点进行管控，同时对现场的隐患定期进行排查和治

理，有效的保证现场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

 特种设备双体系宣贯

球罐现场隐患排查

（下三图为动力能源部制氧车间依据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推行所制作的标识牌）

局、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齐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永锋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开展了承压类特种设备（氧气球罐泄漏火灾）事

故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重点检验承压类特种设备事故

应急预案体系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检查应对突发事

件所需应急队伍、物资、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

况，宣传应急知识，锻炼应急队伍，进一步明确相关

部门和人员的职责，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应急机制，

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演练

以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动力能源部制氧车间7#氧气球

罐超压泄漏导致火灾事故为场景。

此次演练过程衔接顺畅，现场指挥有序，各救援小组分工明确，现场展示出了医疗救护、警戒疏散、现场

处置、抢险抢修、后勤保障等应急救援组的应急、救援功能，检验了企业预案中各部门衔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总体取得了成功。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按照年度演练计划，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从演练策划、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到正式演

练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各级领导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为演练成功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演练目的明确。演练以《安全生产法》、

《特种设备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以预防和遏

制重特大事故为目标，首先确定的演练场景符合

实际情况演练的具体实施程序能够有效验证综合

预案的可行性和符合实际情况的程度；能够发现

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及时改进。

三是演练紧张有序。重点有以下环节 :

1、球罐超压，安全阀、法兰泄漏氧气 

2、泄漏氧气点燃维修动火作业中的易燃物，

一名维修人员烧伤

3、车间应急小组赶到现场处置 

4、现场事故扩大、救援人员撤离，向公司汇报

5、公司启动氧气球罐泄漏火灾专项预案，现场

指挥部成立 

6、消防队、各厂部赶到事故现场先后加入处置

救援 

7、火情解除，各小组汇报处置情况 

9、演练结束，开展评估工作。

虽然演练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演练中也存在

一些不足，具体问题如下：

1. 企业现场处置方案存在不足，部分员工对现

场事故处理不当。 

2. 消防人员救援时未佩戴手套。 

3. 应急处置过程中部门联动效率需要加强。 

针对这些问题，将指定专人负责对演习中的不足项和整改项的纠正过程实施追踪，监督检查纠正措施的进

展情况，并对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同时进一步落实各类应急资源，真正把应急预案的要求落到实处，筑牢最

后一道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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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生就像一扇

门，有人悲观于门内

的黑暗，有人乐观于

门内的宁静 ; 有人忧

愁于门外的风雨，有

人快乐于门外的自由。

其实，人生很多东西

无所谓最好的，只要

你认为值得就是最好。

成功与失败，幸福与

不幸，在各自心里的

定义都不会相同。关

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

要的东西，别与它失

之交臂，别让自己有

太多的遗憾。

    2、想成为更好的

自己，就去见识更大

的世界，认识更多奇

妙的人，汲取更广泛

的知识。你不需要别

人过多的称赞，因为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

好。内心的强大，永

远胜过外表的浮华。

   3、要纠正别人之

前，先反省自己有无

犯错。 

    4、把自己当傻瓜，

不懂就问，你会学的

更多。

   5、要克服生活的

焦虑和沮丧，得先学

会做自己的主人。

   6、乐观者在灾祸

中看到机会；悲观者

在机会中看到灾祸。

   7、用快乐带动心

情，用观念导航人生，

用执着追求事业，用

真诚对待朋友，用平

淡对待磨难，用努力

追求幸福。用感恩对

待生活。

    8、有志始知蓬莱

近，无为总觉咫尺远。

    9、任何道路都是

靠自己走出来的，而

不是靠自己在梦中等

来的。

   10、为了不让生活

留下遗憾和后悔，我

们应该尽可能地抓住

一切改变生活的机会。

   11、伟人所达到并

保持着的高处，并不

是一飞就到的，而是

他们在同伴们都睡着

的时候，一步步艰辛

地向上攀爬的。

   12、凡事回归原点，

不懂就不懂，努力学

习；懂了也要相信人

外有人，放下架子，

谦虚，能力提升方可

最大化！

C 轧  钢  厂
轧钢厂针对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实施要求，结合轧钢厂现有的起重

机械、压力容器、叉车、电梯等特种设备，搭建特种设备双体系框架，充实体系内容。

首先在标准体系建立方面，结合公司现执行的安全双体系内容基础上，细化梳理、排查确定特种设备的风

险点，按特种设备的单台套识别的要求，建立风险点管理台账，既实现了体系的快速转化，又避免了体系内容

的缺失。

其次，在危险源辨识方面，在原有安全辨识内容的基础上，依照特种设备的各项法律法规、特种设备的使

用状况等内容，进一步细化特种设备的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工作，并从工程技术、管理、培训教育、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等五个方面制定管控措施。

同时，在各特种设备使用区域的醒目位置和重

点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

险告知卡，标明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事故隐患

类别、事故后果、管控措施、应急措施等内容。对

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设置明显警

示标志，从而强化危险源监测和预警。（见右图）

现场所有储气罐压力表均按照要求引至离地面1.7米位置，方便更换和读(储气罐压力表安装位置不合理)

现场所有储气罐安全阀前有一次阀的均按照要求增加锁紧装置或悬挂禁止操作标示牌（安全阀前截止阀无

锁紧装置）。

2019年永锋集团氧气球罐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国

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依

法组织制定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报

国务院批准后纳入国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

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制定本

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建立或者

纳入相应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体系。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

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2019 年 11 月 1 日上午，由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局、山东省省市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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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保留一份单

纯，使你多一份与人

的友善，少一些心灵

的冷漠麻木；请保留

一份单纯，使你多一

份奋进的力量，少一

些故作高深的看破红

尘。

    2、换方法想问题，

问题很简单；换立场

看待人，更容易处世；

换心态看人生，美好

又开心。每个人都需

要换角度地想问题，

将心比心，或许改变

的将是你的一生。

   3、人的一生只有

三天，昨天，今天和

明天。昨天，已经过

去，一去不复返。今

天，它正在你的脚下，

分分秒秒地在缩短。

明天，它是未来，它

是希望。 

   4、如果你视工作

为一种乐趣，人生就

是天堂；如果你视工

作为一种义务，人生

就是地狱。检视一下

你的工作态度，那会

让我们都感觉愉快。

    5、忙碌中别忘了

给心灵一点空间和灵

感，让喜悦与平静在

心中滋长，随时给生

命来个深呼吸，你会

发现美好无处不在，

快乐像阳光一样普照

着你！

   6、人有一分修养，

便有一分气质；人有

一分器量，便有一分

人缘；人有一分虚心，

便有一分智慧；人有

一分经验，便有一分

事业；人有一分磨难，

便有一分本领。

    8、山有起伏，方

显其高。人有起伏，

方砺其志。一时得失，

不必放在心上，无论

输赢，用心去做的人，

总会比别人得到的更

多。 

    9、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过

去的不再回来，回来

的不再完美。对于过

去，不可忘记，但要

放下。因为有明天，

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

   10、人生就像一张

单程车票，它没有彩

排，每一刻都是现场

直播，把握好每一场

演出便是对生命最好

的珍惜。要知道人之

所以快乐，并不是因

为得到的多，而是因

为计较的少。

根据特种设备双体系的辨识及

评价内容，制定排查计划，各责任

车间按分工、专业开展隐患的排查

及治理工作。

（右图：开展特种设备的隐患

排查工作及隐患整改记录台账）

邀请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对公司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检验

装备工程部组织公司叉车使用专项检查

邀请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对炼钢厂 14 台冶金桥

式起重机、动力能源部 1 台防爆起重机进行定期检验，经

过检验存在如下问题：

（1）一炼钢 QG002\QG003\QG009\ QG010 等 4 台

起重机小车制动器制动轮磨损严重；

（2）二炼钢 QG053\QG055\QG058\QG060QG132\

QG133\QG135\ QG136 等 8 台起重机电气设备接地不符

合要求；

（3）动力能源部 QD019 防爆起重机控制手柄无失压

保护，防火花装置破损，电气控制箱不符合防爆要求；

（4）动力能源部起重机自检报告填写不规范。

解决措施：组织炼钢厂、动力能源部针对现场问题制

定整改方案，验收合格后形成书面的整改报告。 

电机接地整改前 电机接地整改后

为深化专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遏制特种设备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建国 70 周年公司特种

设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按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相关叉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及 9 月 20 日装备工程部下

发对叉车专项检查通知要求。

23-25 日，装备工程部对在用叉车登记注册、档案建立、使用维护等进行检查；共浮现问题 43 项，其中

炼铁厂 9项，炼钢厂 10 项，轧钢厂 5项，动力能源部 5项，运输部 7项，永锋科技 7项。浮现亮点 3项。

通过本次专项活动，反映出我们在叉车管理方面还存在的管理短板：

1、部分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欠缺，未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车辆司机不按规定

使用安全带等；

2、部分厂部对特种设备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管理人员不持证上岗，未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

等情况。

管理亮点：

1、所抽查车辆有专职持证司机，车辆使用情况正常；

2、所抽查车辆均已注册登记，且在定期检验周期内；

3、运输部所抽查车辆车况维护较好。

本次叉车使用抽查过程中各厂部存在的共性问题

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被遗忘的安全带 失效的灯光指示 损坏的后视镜

本次活动依据的主要特种设备规范

公司汇编下发的特种设备部分相关法律法规手册 政府部门下发的相关政策文件 安全技术规范

装备工程部联合安全环保部组织特种设备隐患辨识与排查
针对炼钢厂多次出现起

重机碰伤、挤伤事故，牵头

组织安环部一起检查炼钢厂

起重机的使用情况，检查发

现违规吊装、吊具悬空停放

过道、吊钩无防脱压板等三

种普遍违章现象，检查完后

与行车车间有关负责人进行

沟通并确定处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