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职业卫生与个体防护
（一）相关术语
1、有害物质：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等

能危害员工健康的所有物质的总称。
2、有毒物质：作用于生物体，能使机体

发生暂时或永久性病变，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的物质。

3、有害作业：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
致疾病，或对作业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剂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中该物质最高容许
值的作业。

4、粉尘作业：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含量
超过国家卫生标准中粉尘的最高容许浓度
的作业。

5、有毒作业：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
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中有毒物质的最高
容许浓度的作业。

6、防护措施：为避免员工在作业时身体
的某部位误入危险区域或接触有害物质而
采取的隔离、屏蔽、安全距离、个人防护等措
施或手段。

（二）职业病范围
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

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
而引起的，由国家以法规形式规定并经国家指
定的医疗机构确诊的疾病。

1、职业中毒主要有：二氧化硫中毒；氨
中毒；氮氧化合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二氧
化碳中毒；硫化氢中毒，苯中毒；甲苯中毒；
汽油中毒；根据《职业性急性中毒诊断标准
及处理原则总则》 可以诊断的其他职业性
急性中毒等。

2、尘肺主要有：矽肺、水泥尘肺、弱电焊
工尘肺等。

3、物理因素职业病主要有：中暑、局部
振动病、放射性疾病。

4、职业性眼病主要有：化学性眼部烧
伤、电光性眼炎、职业性白内障（含放射性
白内障）。

5、职业性耳鼻喉疾病主要有：噪声聋。
6、其他职业病主要有：化学灼伤、金属

烟热、职业性哮喘、职业性变态反应性肺泡
炎。

职业病的诊断与职业病病人的保障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其有
关规定执行。凡被确诊患有职业病的员工，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发给 《职业病诊断证明
书》，享受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或职业
病待遇。

职业健康常识

2015年 6月 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时 风

企 业 文 化

《创造成就未来》一书是由安徽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铜陵有色”
故事集。全书讲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
彩故事，铜陵有色从荒芜的不毛之地到
今天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成为安徽“龙
头”企业所历经的风雨历程，经过六十
余载艰苦卓绝的奋斗，铜陵有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沧海变桑田。也
有工作中的感人肺腑的工作经历和难
以忘怀的工作过程。方方面面，点点滴
滴汇聚成一部对广大干部职工爱岗敬
业的很好教材，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拳

拳红心，催人奋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

《创造成就未来》是一部铜陵有色
的创业史———描绘了铜陵有色之母铜
官山铜矿上世纪六十年代百废待兴时
期火区夺铜的动人画面；《创造成就未
来》是一部铜陵有色的奋斗史———记录
了采矿量 44万吨炸药量 204 吨特大爆
破的场面；《创造成就未来》 是一部铜
陵有色的成长史———讲述了新中国第
一炉铜水诞生的过程；《创造成就未
来》是一部铜陵有色的成功史———叙说
了铜陵有色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的跨
越。全书充分肯定了老一辈的丰功伟绩
和广大员工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集中
展示了铜陵有色悠久的采矿历史和厚
重的企业文化。内容涉猎有铜陵有色在

艰难中前行的跋涉，有在困境中挣扎的
困惑，有失败的经验教训，有汗水和鲜
血凝成的代价，也有成功的喜悦和创造
纪录的自豪；有感天动地的机厂百台机
床大会战，也有可歌可泣的铜官山矿松
树山火区采矿场景；有舍小家顾大家筹
运物资支援矿山建设的高尚情操；也有
催人泪下赴国外作业的别离伤感。很多
回忆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感
人至深。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第一炉铜水
的出炉；目睹了金隆铜业的成立；而且
亲历了我国第一台 t-150 高气压环形
潜孔机、第一台陶瓷过滤机的、第一台
卧式转炉捅风眼机等等新设备、新工艺
的诞生，不胜枚举，不一而足。六十年时
光倥偬，六十年春华秋实。培养出像卢
荣景、任克礼等一批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曾是铜陵有色一名矿工后来成为安
徽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回忆了当年在矿
山工作的经历，并深情地说：是矿山这
所大学培养了自己，我深深地爱着矿
山，我矿工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的。曾
担任铜陵市长、安徽工商局长在铜陵有
色工作了 28 年的王盛榜感怀道：是铜
陵有色的企业文化熏陶了我、是铜陵有
色的工作环境塑造了我、是铜陵有色的
严谨作风磨炼了我、是铜陵有色的员工
培育了我，如果没有是铜陵有色这个大
熔炉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培育出像顾
凌霄、刘英刚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
员。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原项目
总设计师顾凌霄，亲手设计并建起新中
国第一座转炉冶炼厂，他回忆起在铜陵
有色工作时感慨说：有过艰辛的劳作，

有过苦思冥想的痛苦，有过收获的喜悦
的快乐，更有过自己劳动结出硕果时心
中涌动的豪迈激情，怀念心中永存，不
会淡去。荣获 2000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的金隆铜业 《常温变量喷
射———动力波洗涤闪速炼铜技术》也是
工程技术人员经过不懈努力结出的硕
果，从而创造了“金隆模式”。原国家有
色金属工业局领导称赞道：“这是中国
有色冶金建设史上的奇迹！”。涌现出像
叶尚初、胡绍水等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曾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劳动
模范叶尚初回忆在有色从事打眼时克
服的各种艰难险阻和舍生忘死的工作
态度，现在读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绍水更是闻名全
国的出矿状元，他 11 年干了 34 年的工

作量，他的事迹让人感动不已。更有令
人难忘的在前苏联、赞比亚、智利等异
乡他国施工的艰苦经历。情节动人，引
人入胜，扣人心弦，回味无穷，让人爱不
释手，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受到如沐春风
般的洗礼。

回顾峥嵘岁月稠，勿忘前辈拼搏
苦。《创造成就未来》不仅是一部对广
大干部职工很好的精神食粮，而且是一
部对外弘扬铜陵有色企业的文化大餐，
定会进一步激励后来者沿着前辈开创
的事业不断探索追求和发展，建设成
“百年有色”，打造出“千亿铜冠”；定
会进一步宣传铜陵有色走向世界，走向
未来，把铜陵有色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
际化企业集团。正像这本书的名字：“创
造成就未来！”

岁月磨不褪的记忆
———读《创造成就未来》有感

□黄益胜 汪 峰

党群工作部门作为党委的参谋
助手，对党建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
发挥好“三服务”职能，要求党群部
门必须有一套完善高效的运行机制，
有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员工队
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在三个方
面下功夫。

一、责任必须强化
党群工作部门肩负着保证党委

工作正常运转、保持上下左右联系畅
通的重任，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
工作岗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重
要，不论是为党委领导决策服务还是
执行党委决策，或是基层党支部抓工
作落实，每一件事都可能牵动大局，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
不良影响。所以说，在党群部门工作，
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一种
使命，一种责任。党群部门的工作人
员对每一项工作都应该坚持严谨细
致，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做到任务不延误，差错不发生，要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努力满足
和适应党委工作的需求。对领导交办
的任务，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都要
落到实处。

二、制度必须落实
党群部门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

繁重，要做到有条不紊，精干高效，必
须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使
每一个机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
节都处于缜密的制度控制之下。制度
不是“墙上的画”，建立健全再好的
制度，如果不能认真执行，也只能是
一纸空文。制度的生命在于可落实，
制度不仅仅需写在纸上，钉在墙上，
更重要的是不折不扣的落实。落实制
度要抓住领导这个关键。领导干部在
一个单位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示范作
用，必须在严格落实制度、培养良好
的工作作风上当表率，带头按章办
事。落实制度要坚持人人平等。制度
面前无“特区”，对任何事情或任何
人都应该按照规章制度去处理或对
待。落实制度要坚持科学性。要结合
实际，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使之更
加规范化，科学化。制度的落实要明
确专人负责，要加强监督和检查，做
到苗头一出就有人抓，异常一露就有
人管，不能等起火了再消灾。

三、素质必须提高
从一定意义上讲，素质就是形

象。党群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如何，
直接影响着党委在群众中的形象。为
此，党群部门的工作人员更要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更高的标准、
从更高的层次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一
是要敬业，更要精业。每一个工作人
员都要有敬业之心，更要有精业之
技。既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
献精神，又要有“把工作当成事业来
做，把事业当成学问来做”的敬业精
神，以自己的才智，以高度的责任心、
事业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争先创
优，建功立业。二是要爱学，更要善
学，成为能工巧匠才能干出一流有业
绩。要自我加压，努力学习新的知识，
刻苦钻研业务，快速掌握新的工作方
法，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要善于取长
补短，归纳总结，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三是要干事，更要团结。“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团结才有效
率，才有战斗力。党群部门的工作
是需要同心协力，精诚合作的系统
工程，只有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
德，齐心奋斗，才能使集体力量得
到充分的发挥。四是要尽职，更要
创优。要发扬拼搏进取的精神，不
断追求卓越，高质量、严要求地做
好每一项工作，要以“干就干一流，
争就争第一”为目标，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抓实干，争创
一流。

陈玉群

坚持“三必须”
做好“三服务”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在管
理体制、治理结构、机构设置等方面都
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由此给文
明单位创建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
挑战、新标准和新要求，如何落实搞好
国有企业文明创建，解决日常工作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笔者认为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文明单位创建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及分析

目前由于企业经济压力加大，市
场竞争激烈，因而在人力、物力、财力
上更倾向业务发展，对文明创建的投
入不够。创建形式和载体还不够丰富。
有些企业满足于完成上级布置的任
务，完成处于应付状态。创新意识还不
够。创建工作还不能与时俱进，与实际
工作结合不够密切，灵活性和内涵需
要进一步提高。

二、推进企业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的对策及建议

一是提高意识，转变观念。按照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

要求，把文明创建活动融入到各项具
体工作中，以创建促工作，以工作促创
建。创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群众性活
动，而我们的创建意图就是让广大职
工积极主动去争创的实践活动，让每
个职工从身边做起，亲身感受文明创
建的好处，从而树立起“人人都是创
建主体，个个都是创建形象”的观念。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
创建积极性，才能达到创建的目的。

二是加强学习，塑造形象。首先要
营造“人人是学习之人，时时是学习
之机，处处是学习之所”的学习氛围，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经常
化、普通化的行为。着重抓好员工素质
教育，创新学习形式。建立完善的教育
培训机制，使学习成为组织化、系统化
的行为。其次要提高员工的自身素质、
提升服务质量的主要途径，因此在筹
划整体工作时必须就文明教育培训的
计划内容、组织领导、具体实施、经费
保障等作出同步安排，并进行督促督
办，使学习培训不至于流于空谈，不至

于雾里看花，要发挥激励作用，增强危
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积极性和主
动性。第三领导带头学习，发挥好表率
和引领作用，既可以锤炼自己与时俱
进的品格，又可以带动整个系统学习
风气的浓厚；重用勤奋学习、善于思
考、勇于进取的干部，既实践了学习成
果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又为文明建
设工作造就了高素质的队伍。

三是改进方法，突出重点。创建工
作重心要向基层一线转移，增加全体
员工的参与面，取得全体员工的理解、
支持。首先是经常深入调研，将员工的
需要作为主要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做
好计划、筹划工作。其次是加强机关与
基层一线的互动，让上级的意图能得
到迅速的贯彻，让基层的成功能得到
迅速的推介。三是纠正以往文明建设
成果只凭一次性检查就决定成败的简
单方式，要重实效、做实功、常态化、制
度化。尽可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
生活需要，让职工真真切切地感受文
明建设带来的利益，增加参与的热情。

四是着眼长远，建立长效机制。一
是思想要远、目标要高。文明创建工作
是一项高标准、综合性的工程，既包括
软件建设，又包括硬件建设，既要加强
员工的学习培训、素质养成，又要加强
生产、办公环境的整治和清理，促使员
工的职业行为都能体现新时期的良好
素质和形象。二是机制健全，保障有
力。要成立专门机构、确立专项职责、
拨付专项经费、指定专人负责，使创建
工作名正言顺、职责明确、保障及时、
督办有力、落到实处、创出成果。三是
要加强岗责考核，解决“疏于管理，淡
化责任”的问题，调动干部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创建工作科学
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加
强工作责任。四是要坚持长效机制，持
之以恒地抓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出
台文明单位创建规划，明确创建内容、
创建目标、创建任务，有计划、有步骤
地开展创建工作，确保创建工作富有
成效。

岳 莹

强化国有企业文明创建工作的思考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提高自
防自救能力，保障自身消防安全”、“隐
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说到消防
保卫安全标语，大家都能说出耳熟能详
的几条来，但如何真正做好消防保卫工
作，对于一个在矿山企业从事多年消防
保卫工作的笔者认为，加强和规范企业
内外消防保卫工作，提升企业自身的防
火防灾和救援能力，同时，做好消防保卫
安全培训教育，使广大员工理解并自觉
接受消防保卫知识，这些有效措施对消
除治安灾害隐患，保护企业资产和职工
群众的人身安全，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
经营秩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快速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全员消防保
卫意识

近年来，随着矿山人员结构变化和
沙溪铜矿项目的建设，给企业的消防保
卫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消防
保卫工作正面临繁重的任务，笔者认为，
要建立党政领导消防保卫格局，确保消
防保卫宣传到位。在企业实际工作中，
消防保卫要突出宣传消防保卫的发展成
就，普及消防法制知识，树立消防保卫先
进典型等内容为重点，特别是要加强履
行消防法律法规义务的宣传，加大对违
法典型案例进行查处的宣传力度。要依

法开展消防保卫教育工作。建立以消
防保卫培训为主导的消防教育培训体
系，落实持证上岗制度，促进单位消防
安全责任主题意识和员工消防安全素
质的提高。要积极主动与生产车间和
各基层部门加强联系，充分发挥消防
保卫工作的优势，借助于全员的力量，
联手开展以消防保卫为主题的各种宣
传教育活动。特别是要开辟与本单位
宣传部门和外部新闻媒介联系的渠
道，通过开展消防保卫知识竞赛、新闻
图片、照片陈列等加强与他们的沟通，
激发全员的消防保卫意识，使消防保
卫取得较大的宣传效果。消防保卫宣
传工作要注重实效、讲究方法。“求准”
就是要结合各个时期企业的中心工作
和消防保卫工作的实际，找准消防保
卫的最佳切入点。“求深”就是要在当
前的消防保卫中，必须突出抓好消防
保卫法制建设，以提高全体员工的消
防保卫意识。“求异”就是消防保卫要
力求突破，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求快” 就是要以最快捷的速度将全
体员工关心的消防保卫工作的热点信
息及时传播出去。通过改变以往同质
单一的、传统的、封闭半封闭式的消防
保卫宣传，向异质多样的、现代开放式
的宣传立体形式转化，从而获得更加

广泛深入、系统长期的宣传效果。
二是完善规章制度，明确消防保卫

工作责任
消防保卫工作责任重于泰山，是一

把手工程，因此要树立企业领导的第一
责任人意识。企业领导要充分认识到消
防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发挥带头人作用。
同时，企业消防保卫工作是整个企业日
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消
防保卫职能部门的工作，更是企业整体
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
没有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便难以开展，所以，企业各级领导
首先要认识到企业消防保卫工作的重要
性，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更应该将责
任心强、业务能力强、团队意识强的人放
在消防保卫岗位上，即使是基层单位兼
职消防保卫人员，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素
质和能力。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这是消防保卫安全工作能否落到实处的
前提和保障。因此消防保卫工作要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再次，消防保卫措施要
得当。要建立完整的各项事故预警机制，
做到事事有监督、项项有落实。

三是查处消防隐患，实现企业长周
期安全生产

在消防保卫工作中，日常工作是重
点，但安全检查也是做好消防保卫工作

的重要措施之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消
防保卫检查，可以及时发现生产中存在
的事故隐患，及时对不遵守安全生产的
行为进行制止和纠正，对发现的事故隐
患及时进行整改，将各种事故苗头消灭
在萌芽状态中。消防保卫检查内容包括
查思想认识、查制度、查措施、查事故隐
患、查消防栓和水带、灭火器等消防设
施、查“三违”、查消防保卫遗留问题的
整改等多项内容。检查方式可分为日常
检查、专项检查、定期检查、季节性检查、
突击性检查和督导检查等。消防保卫检
查的方法还可采取自查、互查、抽查、辅助
查等。检查要做到领导重视、严查消防保卫
管理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具备专业的消
防保卫检查知识、技能和履职能力、高度的
责任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检查工作要有
完善的记录，检查资料要翔实、详细、用数
据反映，通过对多次检查数据的分析比对，
可以使消防保卫工作更好、更实。

四是坚持加强培训，提高员工消防
保卫的综合素质

任何一起消防事故或治安保卫事件
的发生，除了与职工群众的思想意识有
关，还由于职工群众不遵守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不懂得消防工
作的专业知识技能。因此，要确保企业安
全生产的正常进行，推进消防保卫的群

防群治，就需要开展系统性、经常性的消
防保卫业务技能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消
防演练，不断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消防和保卫知识、安全风
险意识、职业道德养成的教育培训。通过
培训和实战演练，来强化员工的消防保
卫意识和能力，以提高专兼职消防保卫
人员的整体水平和业务素质。

五是努力不断创新，强化消防保卫
动态管理

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和情况，从
事消防保卫工作的人员要加强学习掌握
先进的消防保卫技术，对消防保卫工作
实行动态管理。要及时疏导、化解不安定
因素，以预防为主，落实群防群治的防范
措施，同时，必须改变以往的传统消防保
卫工作方式，由传统的坐等式办公、静态
管理为主，向主动深入生产第一线，实行
动态管理和微机监控管理的转变。密切
注意和及时掌握可能影响企业稳定的各
种因素，经常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围绕热
点和焦点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与
此同时，还要抓住重点和薄弱环节，准确
划定要害部位，大力发挥科技在企业内
部消防保卫工作中的作用，提高防范工
作的科技含量，消除各种隐患和漏洞，防
范和化解企业风险，确保企业的生产安
全。 许从义

浅谈如何做好企业的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舞蹈《欢度六·一》。 童 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