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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安全篇

安全 舒适 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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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事 故！！

确保每一位员工及来访者的安全与健康，人是公司
最大的财富！

我们必须牢记：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必须牢记：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目标



6S6S的本质是一种执行力的企业文化，强调纪律性的文化，不怕困难，想的本质是一种执行力的企业文化，强调纪律性的文化，不怕困难，想

到做到，做到做好，作为基础性的到做到，做到做好，作为基础性的6S6S工作落实，能为其他管理活动提供优质工作落实，能为其他管理活动提供优质

的管理平的管理平

一、作为公司员工，日常工作必须做好一、作为公司员工，日常工作必须做好5S5S管理，即：管理，即：

1.  1.  整理－将工作场所整理得干净利索、放置有序。整理－将工作场所整理得干净利索、放置有序。

2.  2.  整顿－让需要的、经常使用的物品确认数量、放置场所，保持取出及放整顿－让需要的、经常使用的物品确认数量、放置场所，保持取出及放

回方便。回方便。

3.  3.  清扫－确保办公场所与设备周围清扫干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污。清扫－确保办公场所与设备周围清扫干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污。

4.  4.  清洁－维持“整理．整顿．清扫”状况，对划分的管理区域永远保持整清洁－维持“整理．整顿．清扫”状况，对划分的管理区域永远保持整

洁干净。洁干净。

5.  5.  素养－人人依规章行事，养成良好的习惯。素养－人人依规章行事，养成良好的习惯。

职业安全---6S管理



二、上述一切活动，始终贯彻一个宗旨：二、上述一切活动，始终贯彻一个宗旨：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1.  安全安全--重视成员安全教育，每时每刻都有安全第一观念，防范于未然。重视成员安全教育，每时每刻都有安全第一观念，防范于未然。

2.  2.  目的：建立起安全生产的环境，所有的工作应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目的：建立起安全生产的环境，所有的工作应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1、成员与职责：

组长

①负责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正常的运转，指挥监督各成员工作职责的履行；

②负责6S 计划、实施方案的审批工作；

③负责组织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对各部门推行6S 管理的评定考核工作；

④负责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与公司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

⑤负责6S 推行活动的宣传造势工作；



副组长副组长

①负责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日常行政事务；①负责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日常行政事务；

②负责会议的组织、监督会议内容的执行；②负责会议的组织、监督会议内容的执行；

③负责③负责6S 6S 管理工作中的活动指导及有争议的处理；管理工作中的活动指导及有争议的处理；

④负责定期组织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定期检核，并推动改善；④负责定期组织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定期检核，并推动改善；

⑤负责各类数据的评比统计和公布工作；⑤负责各类数据的评比统计和公布工作；

⑥负责处理其它有关⑥负责处理其它有关6S 6S 活动事务。活动事务。



组员组员

①负责本部门的①负责本部门的6S 6S 管理工作日常事务，并对本部门管理工作日常事务，并对本部门6S 6S 管理推动效果负责；管理推动效果负责；

②负责本部门认真执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日常行政事务；②负责本部门认真执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日常行政事务；

②负责会议的组织、监的会议决定；②负责会议的组织、监的会议决定；

③带领本部门认真学习并执行③带领本部门认真学习并执行6S 6S 管理手册的各项工作流程。管理手册的各项工作流程。

④负责执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安排的相关事务。④负责执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安排的相关事务。

部门各部门各6S 6S 小组小组

①制定与执行车间员工①制定与执行车间员工6S 6S 的相关培训计划；的相关培训计划；

②收集各种②收集各种6S 6S 数据汇总；数据汇总；

③参与各部门、车间的③参与各部门、车间的6S 6S 互评、互审工作。互评、互审工作。



注：事故现场由职位最高者负责，该负责人有权统管各部门并肩负协调、注：事故现场由职位最高者负责，该负责人有权统管各部门并肩负协调、

组织、指挥的重任，如果没有管理人员在场，则按入职时间先后顺序，由组织、指挥的重任，如果没有管理人员在场，则按入职时间先后顺序，由

进职时间稍早的人员负责。进职时间稍早的人员负责。

一切听从正确指挥！！！



职业安全---应急响应

（1）火灾

1.   发现火情，现场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处理，防止火情蔓延并迅速

报告。

2.   灭火组按照应急处理程序采取适当的消防器进行扑救。

3.   组长根据事故报告立即到现场进行指挥（组长不在现场由副组长负

责指挥）

4.   警戒组依据可能发生的危险类别、危害程度级别，划定程度级别，

划定危险区，对事故现场周边区域进行隔离和交通疏导。

5.   救护组进行现场救护，如有需要立即将伤员送至医院。

6.   通讯组视火情拨打“119”报警或求救，并到明显位置引导消防车。

7.   在应急抢险过程中，本着“救人先救火”的原则进行。所有人员要

注意人身安全。



（2）冰雹、雷雨、大风、洪水、滑坡、地震

1.   冰雹应急要点：保护车辆、设施、厂房，加固棚架和危房，移动车辆

至安全处；防滑防砸；减速缓行。

2.   雷雨应急要点：关掉电源；畅通水道；修好屋顶；挡门口，防内涝；

多观察，防触电；水中行，避井坑；遇积水，车绕行。

3.  大风应急要点：关电、气；横向逃离；人、车防砸防压；速趴洼地；

躲进房；远离外墙。



4.   洪水应急要点：看征兆，关电、气；人车移高处；抓浮物；制木筏，

离险处；发信号，求救援；先逃生，勿恋财。无涉险，待救援。

5.   滑坡应急要点：两侧逃；缓坡停；险地离。

6.   地震应急要点：保持清醒；清除覆盖；捂住口鼻；防止坠落；声响求

救；寻找饮食；勿用火、电；人多先搜救；关注“三角区”；留意声响；

小心挖掘；保护支撑；先露头部；送气送水。

所有应急人员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到现场。参与抢救的人员要勇敢、

机智、沉着、果断，做到井然有序，一切行动听从指挥，有问题要及时上

报领导组。



职业安全健康方针

宗旨：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宗旨：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目标：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职业安全健康，使公司目标：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职业安全健康，使公司

成为恩施也业内最安全的集团企业。成为恩施也业内最安全的集团企业。

基础：遵守安全法律法规，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基础：遵守安全法律法规，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全员安全意识，

提高全员安全技能。提高全员安全技能。

重点：改善现场作业环境，降低危险作业风险。重点：改善现场作业环境，降低危险作业风险。

方法：落实区域安全责任，持续改进安全绩效方法：落实区域安全责任，持续改进安全绩效



安全基础
主要要素内容：主要要素内容：

机械设备安全机械设备安全

电气安全电气安全

冰雪、大雾等恶劣天气的安全冰雪、大雾等恶劣天气的安全

防火防爆安全防火防爆安全



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你对公司的责任，公司任何成员都不应将有关公

司的任何情报泄漏给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同行企业（公司授权的合作单位除

外），你有义务保守秘密，同时你的工资或是其它员工的信息及公司的财

务经营数额及人事政策等你有义务保密。

这既是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又是对别人尊重的道德表现。 这种保密的

义务，不仅限于你在公司工作的合同期内，而且还应注意无论你是离职或

退休，在你离开公司后，你都将承担这种义务。无论你有意无意将公司的

情报泄密，公司将根据可能遭受的损失大小追究你的过失以及要求赔偿经

济损失这种“麻烦”是因你所造成的，因此你将去承担这种后果。

如公司要求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员工，不得马上提出辞职。

职业安全---保密管理



当你下班时，请你关闭所有门窗，锁好放有重要物品的抽屉以防有关当你下班时，请你关闭所有门窗，锁好放有重要物品的抽屉以防有关

文件、物品遗失或被盗。公司不希望你将非常贵重的私人物品、钱财带入文件、物品遗失或被盗。公司不希望你将非常贵重的私人物品、钱财带入

公司以及不允许在下班后将贵重物品或是现金存放在公司，以免发生不必公司以及不允许在下班后将贵重物品或是现金存放在公司，以免发生不必

要的麻烦，如果发生丢失公司将不予以赔偿，由员工本人自行承担。公司要的麻烦，如果发生丢失公司将不予以赔偿，由员工本人自行承担。公司

管理人员有责任督促员工采取措施防止公司财物和员工财物被盗，并在发管理人员有责任督促员工采取措施防止公司财物和员工财物被盗，并在发

生时立即通知公安部门以保护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公司员工有义务对公司生时立即通知公安部门以保护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公司员工有义务对公司

发给的工作所用办公用品、工具、设备进行保管和维护，对交其修理或管发给的工作所用办公用品、工具、设备进行保管和维护，对交其修理或管

理的车辆以及车上所带的物品进行保管并采取相应防盗措施，如有被盗照理的车辆以及车上所带的物品进行保管并采取相应防盗措施，如有被盗照

价赔偿。价赔偿。

职业安全---防盗管理



入职后你必须接受安全知识教育，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学习紧急情入职后你必须接受安全知识教育，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学习紧急情

况下的自救办法，当你受到损伤或观察到某些危险情况时，要及时采取有效况下的自救办法，当你受到损伤或观察到某些危险情况时，要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并通知有关部门。如您不按公司规定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造成措施并通知有关部门。如您不按公司规定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造成

伤害，公司不负法律责任。伤害，公司不负法律责任。

在专业医生到来之前或是转送医院途中给予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病人的在专业医生到来之前或是转送医院途中给予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病人的

最初治疗或救护。最初治疗或救护。

急急++ 救：救：

职业安全---安全自救



急救的任务

保存生命保存生命

控制不良状态的后果控制不良状态的后果

改善预后改善预后



自救和急救包含哪些？

心脏复苏心脏复苏

辨别和处理出血辨别和处理出血

降温、通风、以及稀释等降温、通风、以及稀释等

向他人求援向他人求援



优先原则---突发事件的处理

评估环境：

什么事件？为什么发生？在什么地方？

保证环境安全：

周边环境、抢救者、受伤人

请求帮助：

旁观者的帮助

提供急救：

ABC+从头到脚检查

随诊：

检查救助，记录在册。



安全是公司的首要大事安全是公司的首要大事

公司的安全是每个员工的职责公司的安全是每个员工的职责

确保每个员工能够安全地完成每一项工作确保每个员工能够安全地完成每一项工作



谢 谢！
电话：133-6802-3519  133-8960-3856 

传真：023—67873972

网址：www.cn6szx.com

邮箱：neweasyway@cqxyw.com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安二路48号海岸

国际A座1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