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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名称 
住精高分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4999 弄 25 号楼 4 层 B 座 

联系人 郑佩琪 

项目名称 住精高分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住友精化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徐汇分公司位于上海

市徐汇区银都路218号1C号栋506、508室、510、512室，

主要进行卫生用品（包括婴儿纸尿布、女性卫生用品、成

人失禁用品、宠物卫生用品及类似商品、以及其辅料吸水

树脂、纸浆、无纺布等）的性能分析、模拟吸收体的制作

及评价、回收后的吸水树脂的性能分析、粘合剂水溶液性

能评估、电极浆料性能评估、电极性能评估实验。 

根据住友精化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内部规划，成立住

精高分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租赁上海市闵行区虹梅

南路4999弄燎申智城园区25号楼4层B座，将住友精化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徐汇分公司原有设备整体搬迁至新实验

室内（本项目），利用住友精化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徐汇

分公司原有劳动人员，进行实验研发。 

 

建设项目

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

因素 

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氯化钙、木浆粉尘、一氧化硅、钛酸

锂、磷酸铁锂、丙烯酸共聚物、聚丙

烯酸、羧甲基纤维素、苯乙烯一丁二

烯橡胶、碳酸丙烯酯、乙醇、聚丙烯

酸钠、对氯间二甲基苯酚、锰酸锂、

磷酸铁锂、镍锰钴酸锂、锰及其无机

化合物、金属镍与难溶性镍化合物、

钴及其氧化物、石墨粉尘、噪声等 

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专业技

术人员名单 
杨琦、戴祚晟 

现场调查时间 2019年4月8日 

现场采样、检测专 - 

http://www.baidu.com/link?url=CK7XtZe14jMTIvqCmhEsk_qSFTUOCBrN49NIGoXWwp1wSi6kPHF7byuPXa0yzmzHDXIStuZAq5eImjP9Kqa1Ja


业技术人员名单 

现场采样、检测时

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郑佩琪 

评价结论

与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采取了相

应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通过现场调查、检测和评价，得出以下评价

结论： 

1）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试验工艺采取

了防尘毒、防噪声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拟采取的防护

措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

要求。 

2）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拟为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

范》（GB/T11651-2008）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3）应急救援措施：本项目拟设置急救箱等应急救援

设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2016〕第88号）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试验区域布局合理，

各试验室相对分隔，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5）建筑卫生学：本项目所建筑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采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的方式，试验区的照度设计

值为300lx，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的相关要求；拟设计的通风形式、、换气次数等参数符合

《 工 业 建 筑 供 暖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 设 计 规 范 》

（GB50019-2015）的相关要求。 

6）辅助用室：本项目卫生特征分级定为3级，拟设置

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量足够，符合《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规定。 

7）职业卫生管理：建设单位制定了职业卫生管理的

相关管理制度，符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等规范的相关要

求。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投资概算约15.7万元，具体包括职业病防护设施及维护保

养、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卫生

“三同时”费用、职业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配置、应

急救援设施配置等，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综上，本建设项目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部分、辅

助用室、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应急救援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职业卫生管理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报告针对职业卫生管理、应急救援措施、防护设施

管理、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通过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卫

生防护措施是可行的，但还有不足之处；若在初步设计和

施工设计阶段能够认真落实本报告提及的各项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建议，保证职业卫生资金的投入，项目投产后加

强职业病的防治管理，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可能存

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本项目从职业

病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是可行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在实验区，所有人员应穿着适当的防护服，注意个人

防护，佩戴符合防护要求的防尘面具或口罩，如所从事活

动需要时，还应增加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实验开始以前，必须确认通风橱处于运行状态，才能

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后至少还要继续运行5分钟以上

才可关闭通风机，以排出管道内的残留气体，也可考虑安

装排风时间延时器，确保通风机延时运行。实验时，在距

玻璃视窗150mm内不要放任何设备，大型实验设备要有充

足的空间，不应影响空气的流动，前面视窗尽量要关闭使

用。 

通风橱中有毒气体被吸入排毒罩口的过程，不应通过

操作者的呼吸带，控制截面风速在0.25-3m/s之间，以在

0.5-1.5m/s间为宜。 

AG实验单元清洗操作位涉及的乙醇（年用量0.15kg）、

对氯间二甲基苯酚（洗洁剂年用量3kg）；AK实验室涉及的

氯化钙（年用量0.75kg），年用量较小，且物料毒性较小，

故相应操作区域未设置相应防护设施，仅全室通风及个人

防护设施满足本项目要求。若根据实验需要增加试剂用



量，需增设防护设施，如通风橱、万向排风罩等以满足实

验需求。 

在每个储存容器上标明每个产品的危害性质和风险

性，还应在“使用中”材料的容器上清楚标明，已经使用

的物料根据物料的MSDS进行分类储存。  

本项目使用的原辅材料成分中一氧化硅、钛酸锂、磷

酸铁锂、丙烯酸共聚物、聚丙烯酸、羧甲基纤维素、苯乙

烯一丁二烯橡胶、碳酸丙烯酯、乙醇、聚丙烯酸钠、对氯

间二甲基苯酚、氯化钙等多种《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中没有规定的有毒有害物质，应参照这些物质的

MSDS做好相应的防护工作。 

对实验室内所用的每种化学制品的废弃和安全处置

应有明确的书面程序。其应包括对相关法规的充分及详细

说明，以保证完全符合其要求，使这些物质安全及合法地

脱离实验室控制。 

2）关于化学品存放的建议 

本项目涉及较多的化学品，在装卸、储存和运输时，

如有泄漏可能污染作业环境，因此，这些化学品装卸时应

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一

旦发生泄漏，应根据物料特性及时采用有效的控制和清除

方法进行处理。清除泄漏的过程尤其应加强操作人员严格

的个人防护。另外，应加强化学物储存的管理，不同性质

的化学品分类进行存放和标识，避免急性中毒事故发生。 

购入、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材料前，应

当要求供应方提供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特

性、主要成份、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

容。产品包装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贮存

上述物料的场所应当在规定部位设置危险物品标识。 

化学试剂应按照其类别（如自燃性、氧化性、腐蚀性、

易燃性和毒性等）存放，化学品的存放可参照GB15603执

行。有危害的液体试剂应使用有边缘保护的托盘存放。所

有盛装危险化学试剂的容器都应有清晰的标签，标签应符

合GB15258的要求。试剂在使用后应放回原来的位置。 

如要在国内首次使用或者首次进口与职业病危害有

关的化学材料，应按照国家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后，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送该化学材料的毒性鉴

定以及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或者批准进口的文件等资料。 



3）针对废弃化学品处理的建议 

实验室产生的废弃化学品，应优先考虑预处理以减少

危险废弃化学品含量、数量和危险性。不能利用和预处理

的应按照GB/T 3119O 的要求分类收集和贮存。同时可考

虑特定废弃化学品在不同实验室间交换利用的可能性。 

实验室安全预处理应由至少两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

知识的操作人员在化学实验室进行（如化学分析实验室、

化学合成实验室等），并要求有相关技术设施。 

对实验在废弃化学品进行预处理操作时应做好个体

防护，使用防护用品时应参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符合产品适用条件。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任何人不

应暴露在能够或可能危害健康的环境中。 

4）应急救援 

已设置的应急救援设备或器材，如急救药箱、应急冲

淋设备等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新，确保应急救援设备随时能

投入使用。已制定的各项应急救援预案应根据本项目实际

情况的变化及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及时

完善和改进。 

5）针对职业健康监护的建议 

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

定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9号）的要求，组织从事

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

的职业健康检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的职业健

康检查率应达到100%。 

本项目建成后，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其职业健康检查周期、检查项目应与其接

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符，参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14的要求执行。  

建立健全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全面掌握职工健康状

况，指定专人管理健康监护档案，妥善长期保存职业健康

检查资料。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接触相应的职

业病危害作业。体检发现劳动者出现健康损害的，应当积

极予以治疗，并调离有害作业岗位，同时要及时采取有针

对性的预防措施来控制疾患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接触者的

健康影响及其程度进行有效评价，以便制定和完善相关的

防护措施。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职工出现健康损害时，应当

积极治疗，治疗期间不得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离开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企业应当依法

无偿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印章。 

6）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 

项目投入运行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的规定，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

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对存在产生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确定监测点。 

建议该公司每年委托取得省级以上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检测点的覆盖面、检测指

标应根据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代表

性，可参照该公司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中的检测范围，并建

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 

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备和

岗位，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更换

设备，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 

7）施工期间防护措施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向承包工程的施工单位提出以下防护

建议，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好防护措施，避免发生职业危

害事故。 

粉尘 

在可能产生粉尘的作业岗位设置局部防尘设施，加强

通风，劳动者作业时应在上风向操作。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

声、消声、隔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劳动者隔开，

尽可能减少高噪声设备作业点的密度。 

噪声超过85dB(A)的施工场所，应为劳动者配备有足

够衰减值、佩带舒适的护耳器，减少噪声作业时间，实施

体力保护计划。 

高温 

夏季高温季节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

间施工。严格控制劳动者加班，可能缩短工作时间，保证

劳动者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高温作业劳动者应当定

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证者应及时调离高



温作业岗位。 

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

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调整作业时间，但因人身财产

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建设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

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建设单位

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

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置工间休息室和浴室，休息室内设

置空调或电扇等降温设施。夏季高温季节为劳动者提供含

盐清凉饮料，饮料水温应低于15℃。 

有机溶剂等化学毒物 

应对接触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培

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场所应设置有效通风装置。

在使用有机溶剂、涂料或挥发性化学物质时，应当设置全

面通风或局部通风设施。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

作业点的上风向施工。分装和配制油漆、防腐、防水材料

等挥发性有毒物质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业，并注意现场

通风。工作完毕后，有机溶剂、涂料容器应及时加盖封严，

防止有机溶剂的挥发。 

使用有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

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当设

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通

讯报警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8）预防性告知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将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

作纳入目标管理，明确职业病防治职责。职业卫生管理部

门应依法组织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努力健全并严格

执行已有的各项安全卫生操作规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

理工作。同时应把职业卫生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证一定

的职业病防治经费。 

试验设备和防护设施的维护 

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加强设备的管理维护，进行



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设备

处于正常状态。设备检修保养时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

方法进行，避免检修保养时意外事故的发生。 

必须建立严格的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保

养和检修制度，要有专人管理，确保各类设备、设施的正

常、有效运转。 

劳动合同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47号）的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

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

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劳

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

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协

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职业卫生审核与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完成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报告后，需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防护

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同时本项目投入运行后应依法及时向所在地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部门履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手续。 

其他 

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要确保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报告》中提及的各项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的

落实。 

如果本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原辅材料或者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重新进行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竣工验收完成30天内应向辖区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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