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鹏

诸城密州路与龙源街交叉口，是福田汽车
诸城厂区，这里有个福田汽车超级卡车工厂，
去年刚刚正式投产运营。近日，记者走进该厂
车身部车间，沿车间通道向里走50米，黄色的
拦网里6台机器人正在忙前忙后，这里是它们
的专属领地。四台机器人既要负责搬运车身侧
位、底板，还要进行焊接，另两台机器人在车头
位置专干焊接。“在我们车间，像这样的机器人
就有40多台，它们承担着最危险和最累的工
序。”车身部车间维修员冯学义告诉记者。

今年32岁的冯学义已经是车身部车间的
老焊工，回忆起几年前没有机器人的车间，繁
忙劳累恐怕是常态了。十几岁技工学校毕业
时，进入汽车生产厂让他兴奋不已，经过厂级、
车间级、班组培训后，冯学义跟着老师傅上岗
实习了。“只有熟练掌握技能才能正式顶岗。”
他原以为在车间用的是街头常见的小焊枪，当
端起大型的悬挂式焊枪时，“高大上”的感觉让
他整晚睡不着。

不过，新鲜感不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
是车间中部闷热和电火花飞溅带来的紧张感。

“只要上工就要戴好防护口罩和穿上防护服，
还要佩戴护目镜，夏天一上工就汗淋淋的。”冯
学义告诉记者，每个汽车配件因为使用螺母不
同，常常焊错。

“焊接一个螺母只需十几秒，可是一旦焊
错就需要把焊错的点打磨掉重新再焊，修复一
个螺母点需要10分钟，有时候状态不好，一天
差错连连。”冯学义指着正在操作的机器人说，
跟它们不一样，机器人设定程序后精准作业，
一年了还没出现返工修复的情况。

在总拼工位，焊接点最多，冯学义来到车
间的前十年，全是人工操作。用电动行车把左
右侧围、底板、顶盖四大件运到工位，安全隐患
就有不少。“行车用吊钩运送中，如果吊钩脱
落，后果不堪设想。光是一个吊钩就有200多斤
重，加上底板超过1000斤。”冯学义告诉记者，
四大件运送到位后，工人需要把大件慢慢放上
去，然后用夹具固定好，再穿过线体在紧促的
空间里焊接，空间狭小，而且底板、侧围锋利的
翻边还容易伤到人，时常有同事刮伤手指或擦
伤腿部。

一个车间40台机器人去年正式投入使用
后，效果明显。“如今，整个车间的事故率下降
了70%以上，一个月几乎没有事故发生，这得
益于关键岗位机器人的使用。”福田汽车超级
卡车工厂车身部部长管恩顺说。

在福田汽车东南角，还有一处三四十年的
混凝土厂房，部分老款轻卡还在这里生产，全
部由人工焊接完成。水泥立柱上，张贴着注意
防尘告知卡和警示标识。冯学义告诉记者，这
里电焊弧光、焊渣比较多，所以每个人不得不
防护好，口罩、护目镜这是上工的基本配置，

“估计这里很快也会改造了吧，到时候又有一
大拨机器人到来”。

机器人

站到危险岗

在福田汽车超级卡车工厂生产车间，清
一色的机器人在挥动机械手臂进行焊装、组
装等作业，防护栏外很少见到人走动。

山东安全生产史上的“关节点”

“黄帽子”沉浮记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 冰 张茜
黄志鹏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职工上万名，每名
职工都配备一顶安全帽。普通职工戴的帽子
都是红色的，但有些人佩戴黄色安全帽，在
泰钢他们不是点缀，而是职工的“守护神”。

“安全员”曾是

安置老弱病残的去处

黄色安全帽并非随着泰钢的诞生而存
在，直到1994年，泰钢才有了第一顶黄色安
全帽。而这个帽子的主人就是现在的泰钢炼
钢厂安全科科长尚现华。

1992年，尚现华进入泰钢炼钢厂工作，
原本想大干一场，谁成想第二年就因公受
伤，造成残疾。伤好后，原本属于技术人员的
尚现华已经不能再回到原岗位。应该让他干
啥呢？最后厂领导说：“让他干个安全员，那
活儿轻快，还能起到‘现身说法’的作用。”

就这样，尚现华成了泰钢二级分厂的第
一个专职安全员，发放二岗工资，当时泰钢
最高工资为十岗，可以说是相当低的工资。

从这时起，安全员这个岗位成了泰钢安置老
弱病残的去处。唯一特别的是，他有一顶与
全厂人不同颜色的黄色安全帽。

“我当时都不知道专职安全员是做什么
的，更不知道该怎么干，天天坐在办公室里
喝茶。”尚现华说。

黄色安全帽成了泰钢人眼中最瞧不上
的颜色，“闲游子”成了黄色安全帽的别称。

人人害怕“黄帽子”

这种情况到了1996年发生了一些改变，
随着国家对安全生产要求的提高，泰钢炼钢
厂的专职安全员增加了3人。但那时，对于安
全意识的认识浮于表面，泰钢流传一句话：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黄帽子”的地位到了2001年发生逆转。

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安全生产法》，省里出
台了相关文件，泰钢开始建设职业健康安
全、环境管理、质量管理三体系标准，并给予
安全员监督权和处罚权，安全员的工资也从
二岗提高到了六岗。

“黄帽子来了”成了新的流行语。
因为有了处罚权，安全员每天都在厂里

检查安全隐患、纠正工人劳保用品的佩戴情
况，如果发现佩戴不规范，就可以给予50元

处罚。松懈惯了的工人们，有的不戴安全帽，
有的不戴口罩，有的甚至光着膀子作业，看
到黄色安全帽出现，一声“黄帽子来了”，所
有人都迅速的穿戴整齐。

尚现华无奈地说：“你们这工作服、安全
帽不是为了防护自己穿的，而是为黄帽子穿
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工人开始不怕
黄帽子了。

自泰钢成立以来，设备检修的过程最容
易发生事故。有一次，在检修设备时，检修员
断电后实施作业，结果岗位工因为不了解情
况，接通了电源，检修员幸好和设备接触面
积小，逃过了一劫，只受了小伤。

因为这件事，“黄帽子”想了一套断电检
修的规范流程：在检修前，首先把操作箱停
电，然后去配电室停电，岗位工、维修工、电
工必须三人同时确认后，将写有核查的工人
姓名、联系电话的确认票挂在墙上，才能进
行检修作业。

从此，泰钢再也没有发生或因为断电造
成的安全事故。

“红帽子”也干了

“黄帽子”的活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对安
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强调“所有企业都必须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
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
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泰钢积极响应落实，“黄帽子”达到了
400多顶。同时加强对工人的培训教育，工人
慢慢觉得，“黄帽子”确实是在为他们着想，
开始自愿接受安全规范，劳保用品再也不为

“黄帽子”戴了，“红帽子”也开始为“黄帽子”
着想，干原来“黄帽子”才干的事儿。

就在不久前，炼钢厂航车工亓新生在操
作吊运钢水的航车时，感觉颠簸了一下，他
赶紧把车停下来，下车检查，结果发现航车
行驶的轨梁出现开裂，并赶紧向“黄帽子”汇
报。经确认，“黄帽子”立即作出暂停生产的
决定。

亓新生因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泰钢奖励
他3000元，并全厂通报表扬。放在以前，像这
种排查隐患的事儿，“红帽子”根本不做。

“如果这个隐患没有及时发现 ，很可
能造成几十吨的钢水倾洒，后果不堪设想。”
尚现华说。

现在，“黄帽子”和“红帽子”还是原来那
个颜色，但是他们的安全意识已经没有了差
异。

从不戴安全帽就进入施工现场到危险工作机器人“代劳”，从只设两

三人的“安全生产岗”到全员都是安全生产员，第一部安全生产法规、第

一批终生禁驾名单、最后一家烟花爆竹企业退市……一个个坚实的足印

见证了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的历史脚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有走稳

每一步，安全生产的“长城”才能坚不可摧、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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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化化工工企企业业生生产产车车间间外外景景。。

首部安全生产

综合性法规施行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年5月1日

开始施行。
2006年，山东制定了《山东省安全生

产条例》，是我省首部安全生产的综合性
法规。但是，随着山东经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安全生产领域许多新的特点和问题
逐步凸现和暴露，安全生产基础仍然薄
弱，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等问题较为突
出。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的决定》，山东《条例》的许多条款与新
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不一致，需要进一
步补充完善。另外，山东近几年来在安全
生产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做法，
也制订出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有必要将其充实到《条例》中。

据介绍，《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密
切结合山东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制度创
新，如：进一步理顺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体制，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开发区管理机构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职
责；对高危生产经营单位重点进行了规
范；建立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
制；明确了有关行业和领域的生产经营单
位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保障并发
挥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参与安全生产活
动的权利和积极性等。

首批终生禁驾

人员名单公布
2015年2月15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首次向社会公布了我省首批144名终生禁驾
人员名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
安机关对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构成犯罪两种情形作出终生禁驾的处
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则主要涉及饮酒驾
驶、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

记者发现，这144人中，128人为交通肇
事逃逸。这表明，交通事故发生后，很多
人心存侥幸，认为一跑了之，可以不用承
担责任，殊不知这样已经触犯了法律，将
会遭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44人中有16人因
第二种情形被终生禁驾。记者从省交通管
理局获悉，2 0 1 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醉驾入刑”以来至2014年12
月，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共查处酒后驾
驶20多万起，办理危险驾驶(醉酒)犯罪案件
1 . 3万余件，依法对酒后驾驶行为实施行政
拘留1600多人。全省涉及酒驾的道路交通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较“醉驾
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 . 13%、20 . 74%和
30 . 96%。

首部针对

校车的地方法规施行
2016年3月1日起，《山东省校车安全管

理办法》施行。这是山东首部针对校车出
台的地方法规。

《山东省校车安全管理办法》颁布之
时,全省17市共有各种接送中小学生和幼儿
的车辆15467辆,其中经审批的正规校车10004
辆,包括接送幼儿的1724辆,占运营校车总数
的近三分之二。

《山东省校车安全管理办法》规定，
学校应与校车服务提供者和学生监护人签
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并向教育行政部
门备案；校车服务提供者要指派照管人员
随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须建立卫星定位
系统监控平台。

关于法律责任,《办法》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
责，未建立校车安全监管体系，致使使本
行政区域发生校车安全重大事故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校车服务提
供者或学校转让、挪用校车标牌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发生校车安全事
故、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
责任。

最后一家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退出
2016年11月7日,枣庄市山亭区城头花炮

厂厂长从办公室墙上摘下安全生产许可
证，交还到了山亭区安监局副局长徐伟手
中。至此，山东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
部退出生产。

据了解，与湖南、江西等烟花爆竹主
产区相比，山东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机械化
程度低，主要依靠手工。不仅危险系数
高，制作速度慢，花色、样式也受到局
限。2010年到2015年，全省烟花爆竹产业累
计发生事故11起、死亡23人。

另外，整个烟花爆竹行业呈现出“经
济贡献率低、事故发生率高”的特点。全
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亿元GDP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率约为4 . 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约
57倍，生产技术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与全
省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很不相称。

为此，2015年3月，山东下发了《关于
推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加快退出的通
知》，明确从2015年开始全省行政区域内
不再新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省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于2016年底前有序退出。

□ 本报记者 王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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