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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的行业协会之一，会

员遍布世界各主要产钢国。世界钢铁协会会员覆盖钢铁生产企业、

国家和地区钢铁行业协会及钢铁研究机构，会员粗钢产量占全球粗

钢总产量的85%左右。

© 世界钢铁协会 2022 | 设计: MakeAlias.com

关于获奖企业与2022年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申报情况的详
细信息，可登录世界钢铁协会官网查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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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安全与健康管理实践和创新上，世界钢铁协会成员企业不断超越自我。安全与职业健

康卓越成就奖旨在识别和突出那些最具创新力和影响力的行业实践。世界钢铁协会及评审团

一致认为，今年的提名项目的成熟度有较大提升，这让评审过程尤其充满挑战。

提名项目成熟度的提高符合世界钢铁协会制定的愿景，即建立和维持更加安全和健康的

工作场所。获奖项目展示了：

1.  风险管理和深度防御措施的应用，通过采用一系列安全举措，让危险源处于受控状

态。有证据表明显著增加各级别防护措施的使用量，有助于预防工伤事故、致死事

故和灾难性事故。

2.  建立自上而下的安全文化和领导力转型方案，表明应对基础性变革的决心。

3.  采取全方位的健康保障手段，包括传统的方案计划，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精神健康

提升项目。

Carlos Martínez 
安全与职业健康主管

四个类别七家企业获奖：

安全文化与领导力

职业安全管理

职业健康管理

工艺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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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

确认实施状态

-67%

误工工伤事故从30起降至10起，

降幅高达

企业运营KPI指标高达

目前，在32个横向发展活动中，

已完成17个，占比高达

误工工伤率

安赛乐米塔尔 |  迈向零事故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 巴西

在经历一起死亡事故之后，2017 年安赛乐米塔尔巴西长材公司

通过制定一个强有力的总体规划来重新调整健康和安全战略，以推

进文化变革，保持生命价值的稳定以及优化决策过程的安全性，所

有这些举措将引导企业实现零事故。该总体规划的四项支柱措施分

别是：致死事故预防、风险管理、可见可感的领导力以及健康管理。

JFE钢铁株式会社 |  制定横向发展计划，预防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  日本

全公司范围的横向发展计划始于 2020 年，旨在利用体系化

办法，通过学习经验和有效实施安全措施，预防类似事故的再次

发生。

该计划由公司首席执行官负责领导，中高管理层提供支持，以

及一线工人的积极参与。具体办法包括选取和分析已遂事故和未遂

事故，判断横向发展，以及执行或实施控制措施。安全检查活动也

遵循这一流程。在 JFE 内部，横向发展被确立为一项新的先导性

KPI。

通过本计划，首席执行官得到更多与一线工人直接沟通的机

会，从而能够掌握关于工作场所优势和改进领域的一手知识。

安全文化与领导力
两家获奖企业

下面分别介绍每项支柱措施对应的项目活动，这些活动以可持

续发展和全部组织层级参与的方式，推动实现零事故。

1.	 	致死事故预防：推出企业治理体系，涉及员工参与、作业规

程、分析以及管理层责任制等。

2.	 	风险管理：提升员工对现有风险管理流程的认识和质量，并以

数字化管理体系作为支撑。组建特别技术小组，推进工艺安全

管理。

3.	 	可见可感的领导力：该措施起始于“关怀计划”，包括在公司

所有层级开展的工作和培训。培养主人翁意识、扩大员工的参

与度以及实实在在的成果，是该项目的成功要素。

4.	 健康管理：被动和主动干预，确保员工的健康和生命质量。

78%

57%

从2019年的0.28，

2011 2012 2013

误工工伤事故率 致死事故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 2 1 0 1 0 1 0 0 0 0

0.85

1.15

0.45

0.72 0.72

0.28

0.12 0.1
0 0.05

0.34

使得安赛乐米塔尔巴西长材公司成为标杆企业。

判断作业内容  

选取事件
（包括未遂事故） CEO主动参与

  在各个流程阶

段，组织具体的管

理层会议

计划启动后

执行

降至2021年的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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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吊车安全操作培训 接受吊索培训

尽管新冠疫情造成工作中断，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以下成绩：

项目实施第一年节约成本

酋长国钢铁有限公司 |  增强吊车操作和
索具作业的安全性 |  阿联酋

2018 年，酋长国钢铁公司开始实施一项综合性安全提升计划，

该计划以吊车操作和索具作业为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起吊操作治理：投入大量精力和投资，为所有现场起吊作业编

写操作规则，开发了新的操作程序、工作说明、核对表以及起

吊方案。

2.	 	能力强化：吊车操作员、索具装备工以及起吊作业监督员参加

课堂培训和实操培训，包括个人指导、交流和安全意识提升活

动、工具箱会议、知识检查以及知识竞赛等。

3.	 	管理工具和设备：实施了多项工程解决方案，例如，在所有

主要吊车悬臂上安装限位开关，在入门口位置为吊车操作员安

装互锁系统，以及增设安全绳和扶手等。

4.	 	安全检查工作：组织第三方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起吊设备的安

全，遵守相关规程，以及明确吊车机械团队和最终用户的角色

和责任等。

本项目采用风险化处置办法，同时参照了本地标准和国际标准。

在整个计划期间，通过征求建议、举办公开讨论以及制定车间

层面解决方案等方式，让员工主动地参与和加入到该计划中，所有

这些工作对成功实施该计划至关重要。

美国钢铁公司 | 运输卡车和装载机轮胎
安全提升计划 | 美国

美国钢铁公司明州矿业公司（MOO）有两座露天的铁燧岩矿

场，为工厂供应钢铁生产使用的铁矿石球团。矿场使用前卸式装载

机和 240 吨运输卡车将原矿石运输到加工单位。这些车辆的轮胎约

3.5 米高，4吨重。

员工需要对车辆轮胎进行常规检查，可能会有轮胎过热，轮胎

气压过高 /过低，或者其他不稳定的安全缺陷。曾有员工驾车期间

发生轮胎爆炸事故，造成员工脚踝和膝盖骨折。

美国钢铁公司引进米其林工程机械轮胎管理系统（MEMS 4），

将它作为潜在危险情境下保证员工安全的解决方案。此系统的关键

之处在于，可以让员工远程检查胎压和温度，从而提高了工作环境

的安全性。轮胎里面装有内部传感器，向中控台提供实时数据，确

保轮胎参数处于合理区间。当轮胎进入“注意”或“警报”状态

时，矿场控制器将收到警报消息，并且通知操作员启动主动控制系

统，防止发生故障。

本项目不但显著提高了安全性，而且提高了工作绩效和产能。

自从本项目实施以来，被过早报废的轮胎数量降至零。240吨装载车

新轮胎的平均成本约为 4.5万美元，在该项目实施的第一年，相当

于节约了将近 100万美元的成本。

职业安全管理
两家获奖企业

1333人 1592人

100 万美元

零 73% 
2019年至2021年间起

吊作业造成的工伤事

故数量

2018年至2021年间

吊车事故降低幅度

MICHELIN® MEMS® 4 is a powerful monitoring 
tool for tires and usage conditions.

档位 温度 压力 压强

1 84 ºC 118 PSI 115 PSI

2 84 ºC 118 PSI 114 PSI

3 84 ºC 118 PSI 113 PSI

4 84 ºC 124 PSI 114 PSI

5 84 ºC 118 PSI 115 PSI

6 84 ºC 118 PSI 113 PSI



6   2022年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项目介绍

塔塔钢铁 |  工作场所健康计划 |  印度

塔塔钢铁公司制定了创新型工作场所健康计划，旨在通过企业

级平台，提升和保持员工的整体健康和状态，确保启动、监督和改

进过程的统一性。本概念聚焦四个基本原则：

1.辨识和减少健康风险：

行业卫生——辨识和减少潜在的健康风险，或者暴露于危险

物质或危险环境的次数：共实施 34 项控制措施。

工作场所的人体工学——辨识和减少人体工学风险：共实施

63 项控制措施。

2. 提升工作场所健康水平：

定期开展健康筛查——开展体检，包括高风险病例的跟进、

治疗和咨询：参与员工和协力工高达 7万名。

身体状态——推出员工及家庭健身计划，提供稳健的基础设

施支持，例如：体育馆、运动综合计划、高尔夫球场、探险项目、

慈善长跑等。

健康提升——综合性健康预防计划，例如，在线医生、上门

医生等，参与员工和协力工达到 25830 名。

3.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辨识心理健康问题，通过一级干预、二级干预和三级干预进

行处置。

4. 效果监控：

通过主要的滞后指标（健康指数改善情况、高风险案例数量

等），监控实施效果。

职业健康管理
一家获奖企业

生活方式疾病
数量降低 
从35.90%（20财年）降
至25.94%（22财年）

病假缺勤率
降低
从0.95（21财年）降至
0.86（22财年）

12.47

12.62
12.70

12.83
12.91

18财年 19财年 20财年 21财年 22财年

健康指数的改善（总分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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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全球
应用后

工伤事故 致死事故

现代制铁 |  利用四足机器人完成高危
作业 |  韩国

现代制铁唐津钢厂引进四足机器人（SPOT）：

1.   在高爆炸风险区域，利用机器人的遥控机械臂开关氧气阀门，

防止工人遭遇爆炸风险及相关事故。

2.   在发生火灾或危险物质泄露时等紧急状态下，立即派出机器人

检查起火点（SPOT+ 红外摄像头）或阻断泄露阀门（SPOT

机械臂），以此将损害或损失的程度降至最低。

3.   在检查存在危险气体风险的密闭空间时，使用机器人代替工人

检查潜在异常情况，例如，测量内部气体浓度（SPOT+ 智能

气体探测器）。

4.   使用机器人对存在危险的设施设备（例如，压力计、温度计、

流量计的数值以及电机加热部件等）开展日常巡检（SPOT+

红外摄像头）。

现代制铁的目标是在 156 处气体设施和 2927 个密闭空间位置

使用机器人。

浦项控股 |  智能安全球 |  韩国

智能安全球（SSB）是一种新概念气体探测器，可以探测密闭

空间有害气体的浓度。智能安全球通过实时检测气体存在情况，帮

助防止事故的发生。

在密闭空间内，有害气体的泄露可能造成严重事故。在工人进

入密闭空间之前，可以将智能安全球投入密闭空间，检查气体存在

情况。利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可以远程监控气体浓度水平，帮

助工人在进入之前获知气体毒性情况。

虽然也有其他有毒气体测量设备，但智能安全球的独特性在于

它可以被投入任何空间，并且可以远程监控设备读数，而常规探测

设备通常需要挂在工人的背心上。

工艺安全管理
两家获奖企业

零

零 50% 以上

50% 以上
进入密闭空间检查

时，工人遭遇的风

险数量

使用机器人代替进行

日常巡检后，工作量

降低幅度

氧气阀门开关过

程中造成的伤亡

事故数量

损害或损失

的降低幅度

特性和优点：

实现现代制铁的安全目标：

直径仅60毫米，重约100克，测量范围达100米  

电池寿命2年

可探测3种气体：氧气、一氧化碳、硫化氢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可将警报消息发送给全体同事

蓝牙功能消除了盲点

传感器面朝上方

防水

自动获取功能

磁吸功能，可以开展定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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