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钢铁业从业人员
的安全和职业健康是
我们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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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ost Time Injury Frequency Rate (LTIFR)*

* A Lost Time Injury (LTI) is an incident that causes an injury that prevents a person from returning to their next scheduled shift or work
period. Lost Time Injury Frequency Rate (LTIFR) is the number of Lost Time Injuries per million man-hours. LTIFR includes fatalities.

该承诺得到世界钢铁协会理事会的高度认可， 并

制定六大原则 （见第 3 页的报告重点）。

保护钢铁行业及配套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安

全与职业健康是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公司日常工作

的重中之重。 无论从照管义务还是社会责任来

讲， 都必须确保每位从业人员工作环境的安全与

职业健康。

世界钢铁协会向会员公司免费提供最新的安全

管理指南、 数据、 工艺和操作手册， 以帮助钢

铁行业实现消除安全事故的重大使命， 并按照最

高的安全和职业健 康标准管理工作环境。

从会员公司收集的安全数据表明， 过去十

年来钢铁行业的误工工伤率保持稳步、 显著的下

降， 每百万工时误工工伤率从 2006 年 4.55 下降

到 2019 年的 0.83， 降幅高达 82%。

尽管全球误工工伤率的数据让人充满希望， 为了

更深入地了解钢铁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的绩效， 我

们需要对包括先进指标和落后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

进行关注。

报告重点

世界钢铁协会六项安全
与职业健康守则：

四个重点
领域：

我们的承诺：

确保钢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和职业健康是我们 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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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的
安全职业健康承诺与原则

尽管钢铁行业的安全管理得到了极大提升， 但我们的目标是 “零” —没有伤害、 没有疾病、

职业健康的工作场所。

一切工伤与职业病是能预

防与避免的。

安全的工作是雇佣条件

之一。

安全文化和领导力 职业安全健康

职业健康管理 工艺安全管理

卓越的安全和健康绩效

支持卓越的经营业绩。

安全和健康

应纳入所有业务管理流程。

领导必须承担安全健康绩

效的责任。

员工的参与和培训是

必要的。

误工工伤率
自 2006 年起
下降了 82%。

全球误工工伤率 *

*
 “误工工伤”是指导致本公司员工、协议工或第三方协议工不能在下一个规定工作日返回工作岗位的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伤害。误工

工伤率 是指每百万工时的误工工伤数量。误工工伤率包括死亡。



多数国家都有职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立法， 我们

必须遵守相关法律。 许多钢铁公司遵 循了有关职业

健康和安全管理的国际标准。

最普遍使用的国际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是 OHSAS18001 和 ISO45001。

严格遵守标准表明企业对不断检查和改善安全

与职业健康绩效的决心。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

往往与类似的管理体系合并， 例如： 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 和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世界钢铁协会以及多数钢铁公司采用的标准和体

系都高于法定最低要求。 钢铁公司选择执行业界最

高标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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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安全
与职业健康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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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文化与领导力

一个健全的企业组织应纳入安全文化。 支持实

现零事故的态度和行为， 更有助于企业的安全运营

和提高整体安全与职业健康绩效。

这些态度和行为将体现在雇员和协力工的实际行

动上。 为了与企业发展保持一致及共同成长， 新雇

员将遵从企业价值观并进行自我内化。

有效的安全是发展和维持良好安全文化的关键。

企业高层做出有力、 明确的承诺， 以及全体管理

层的共同参与， 是建设零事故、 良好工作场所的

核心。

在享有最佳安全记录的钢铁企业中， 董事会建

立了高级行政人员责任制， 负责工作场所全体人员

（包括雇员和协力工） 的安全和职业健康， 各级管

理人员积极参与并支持在车间建立安全和职业健康的

生产方式。

2. 职业安全管理

职业安全管理通过防止雇员、 协力工以及访客

在工作场所内受伤， 提高人员的安全性， 关注的重

点是从源头防止人员暴露于危险。

3. 职业健康管理

职业健康管理从最广泛意义上讲， 职业健康管

理包含企业员工的身体、 精神和社会福祉， 关注的

是人员长期暴露于危险所带来的影响。 员工的健康

涉及多种决定性因素， 包括工作场所存在的各种风

险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癌症、 肌骨病、 呼吸

系 统疾病、 听力损失、 循环系统疾病、 生理失调

压力等。

4. 工艺安全管理

工艺安全管理涉及到各种工程、 运营和预防

灾难性意外的管理， 尤其是结构垮塌、 爆炸、 火

灾及由于能源或危险物质 （例如， 有毒气体、 铁

水、 化学物质和汽油制品等） 的抑制措施失效，

而导致的破坏性泄露。

钢铁制造过程中有些工艺拥有内在危险性， 其

危险控制措施及其复杂， 须重点管理。 工艺安全管

理的重点不仅要保护企业内部的人员安全， 而且也

保护了周围环境、 企业资产以及周围企业的安全。

全面管理安全和职业健康需要考虑下列四个方面 :

四个重点领域



STEEL SAFETY DAY

Established in 2014, Steel Safety Day was set up to 
reinforce awareness of the top five causes of serious 
incidents and to create a safer working environment 
across the entire global steel industry. 

By focusing on the five causes - moving machinery, 
falling from heights, falling objects, on-site traffic, and 
process safety incidents - worldsteel intends to set 
up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

Steel Safety Day takes place on 28 April every 
year and is  alig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s World Da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Ahead of the safety day, worldsteel requests all 
its members to carry out a safety audit.

Each year one of the five causes is highlighted and 
given more focu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cause 
and how to prevent associated risks.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safety incidents 
and preventative measur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follows:

Moving machinery – Isolate, lock or pin all energy 
sources before any machinery is accessed.

Falling from height – Provide regular training, 
appropriate harnessing equipment and ensure 
checks are in place when working at height.

Falling objects – Ensure regular checks are in place 
to remove or secure objects in risk areas.

On-site traffic – Ensure all traffic on the site is 
operated safely, including road, rail and pedestrians, 
and remove all unnecessary traffic.

Process safety incidents – Identify potential 
process safety hazards that could cause explosions 
or fires and take adequate precautions.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Steel Industry, Position Paper 
© World Steel Association 2018; Cover photo: Usiminas

IN 2018...

 
 
 
 

The Steel Safety Day audits 
have had a major positive effect 
in identifying the hazards in the 
workplace. Participating worldsteel 
members are now developing 
mitigation plans for 100% of the 
hazards identified to ensure serious 
injuries no longer occur. 

885,975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working on those 
sites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udit.

OUTCOME

439,528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from 51 companies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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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职业健康绩效指标调查

衡量绩效指标是达到良好

的安全职业健康标准的一个方

面。 世界钢铁协会鼓励所有

会员公司参与安全绩效数据收

集工作， 并且尽可能提交准

确的信息。

该信息不仅关系到事故次

数 （死亡、 误工工伤、 医

疗事件、 急救事件、 未遂事

故或安全违章事件的次数），

而且涉及需要采取的预防类似

事故发生的所有措施。

这 些 绩 效 指 标 一 方 面 使

得企业能够辨识需要改进的领

域， 另一方面还可从同行分

享的知识中极大获益。

安全与职业健康指南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世

界钢铁协会可以提供大量的安

全和职业健康最佳实践以及指

南。 这些最佳实践和指南由

业界的安全经理从实际工作中

总结得出， 任何工厂或企业

都可采用， 防止严重安全事

故的发生。

安全与职业健康卓越成就奖

一 个 良 好 的 实 践 或 想 法

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日活动于 2014 年设立， 旨在增

强钢铁行业对五大严重事故原因的认识， 在全球钢

铁行业范围内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通过关注五大原因—运转的机械设备、 高空

坠落、 坠落物体、 瓦斯和窒息以及桥式起重机，

世界钢铁协会希望建立持续性的改善流程。

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日设在每年 4 月 28 日， 与

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日同期举

行。 在安全生产日到来之前， 世界钢铁协会要求全

体会员公司开展安全排查工作。

每 年 安 生 生 产 日 重 点 关 注 五 大 事 故 原 因 之

一， 以提升行业对该事故原因的认识以及相关风

险的预防。

安全事故的最常见原因和预防措施如下：

运转的机械设备—在接触设备之前， 将所有能

源隔离、 上锁或上插销。

高空坠落—提供定期培训， 配备安全带设备，

在高空作 业时， 确保安全装置到位。

坠落物体—定期检查， 将风险区域的物体移除

或固定。

厂区内的交通事故—确保所有厂区道路、 铁路

和人行道安全运行， 消除所有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工艺安全事故—识别造成爆炸、 火灾或瓦斯泄

露的工艺安全隐患， 并且采取适当控制措施防止事

故发生。

全球50家钢铁公司的近463,504万名雇

员和协力工参加了厂区内的安全排查。

安全与
职业健康项目

钢铁行业
安全生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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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主张帮助会员公司实现工作场所零事 故目标。 为达到这一目标， 世界钢铁协会的安全和职业 

健康委员会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提供专家指导。

活动成果

安全生产日期间的审查活动对工作 场所危

险源的辨识产生了重要、积极 的作用。现

在，参与该活动的世界钢 铁协会会员正在

制定规避计划，以百 分百辨识危险源，确

保严重工伤事故 不再发生。

直接或间接参与安全排查雇员和协

力工人数达975,640万人。

能够在某一工厂发挥作用的，

在另一工厂也可能取得成功，

防 止 人 员 伤 亡 和 拯 救 生 命。

每年， 世界钢铁协会安全和

职业健康委员会对积极工作和

改善钢铁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

的会员公司进行表彰。 2008

年以来， 有超过 50 项的最佳

实践得以表彰， 并在全行业

进行分享。 另外， 还有 200

项申报的安全项目通过在线与

会员公司分享， 供其参考及

借鉴。

安全工作研讨会

安全工作研讨会有助于会

员公司的安全专家面对面进行

讨论和交流最佳实践。 世界

钢铁协会在世界各地举办专项

安全工作研讨会， 其中尤其

包括占世界粗钢产量将近 50%

的中国。

严重安全事故信息共享

当发生事故时， 分析事

故原因以及采取预防措施的过

程中， 将会获得海量知识。

世界钢铁协会鼓励会员公司之

间 进 行 严 重 安 全 事 故 信 息 共

享， 以避免其他地区再次发

生类似事故。

世界钢铁协会会员公司可

通过在线共享严重安全事故信

息， 以及在安全论坛上交流

和解答问题。

车间安全审查

应请求， 世界钢铁协会

可安排执行钢厂车间安全审查

或安全监察活动。 无论会员

还是非会员公司， 都可自行

制定安全监察与排查计划。

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日

钢铁行业安全生产日与国

际劳工组织的生产安全与职业

健康日同期举行。 安全生产

日在每年 4 月 28 日举行， 在

此前一天， 世界钢铁协会要

求全体会员单位执行特别安全

审查， 审查范围是造成本行

业严重安全事故的五大常见原

因。 这五大原因分别是： 运

转的机械设备、 高空坠落、

坠落物体、 工艺安全事故和

厂区内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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