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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2050热轧新增集约型热处理线 

项目简介 

1）企业概况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是全

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是《财富》世界500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企业。宝钢股份以

“创享改变生活”为使命，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超值的产

品和服务，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最大价值，实现与相关利

益主体的共同发展。 

2000年2月，宝钢股份由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独家创立；

同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0019）。

2017年2月，完成吸收合并武钢股份后，宝钢股份拥有

上海宝山、南京梅山、湛江东山、武汉青山等主要制造

基地，在全球上市钢铁企业中粗钢产量排名第二、汽车

板产量排名第三、取向电工钢产量排名第一，是全球碳

钢品种最为齐全的钢铁企业之一。 

2）项目背景 

为适应绿色制造、低碳经济、环保政策形势，工程

机械、自卸车、重型卡车、运钞车等行业逐渐向产品结

构轻量化、产品升级换代、产品寿命提高等方面转变，

对更高强度、更高耐磨、更高使用寿命的高强产品需求

大幅提升，为薄规格超高强钢领域创造了巨大市场空

间。 

宝钢现有2050热处理线设计规格3-12mm，2019年超

过10万吨，处于满负荷状态，无法满足徐工、中联、中

集、新宏昌等超高强结构钢、耐磨钢不断增长的需求。

6mm以下薄规格产品占比超过60%，薄规格产能偏低，例

如3mm厚度规格产品每天产量仅为50-60吨，严重制约了

热处理产能的发挥，与市场需求量差距大，难以有效满

足薄规格超高强钢市场需要。 

经过多年研发与生产实践，宝钢热轧超高强钢制造

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极大推动了工程机械、商用车行业高强钢国产化，成为



国内高强钢生产引领者。当前，随着技术进步，钢铁生

产不断向连续化、短流程、绿色环保方向发展，集约型

连续热处理已经公司确立为新一轮“金苹果”项目，通

过技术创新，实现短流程、高效率、低成本高强钢热处

理生产工艺。在该项目研究基础上，实现集约型连续热

处理机组，对于提升高强钢热处理技术水平和制造能

力，满足市场需求，保持宝钢高强钢产品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 

利用当前横切线场地，建设6mm以下专业薄规格热处理

产品生产线，不仅可缓解目前产能不足的矛盾和问题，

同时与当前热处理产线专业分工，提升当前热处理产线

厚度规格，优化生产组织、增加产能，提高盈利能力。 

建设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宝山钢铁基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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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与

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拟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基础资料，得出

以下评价结论： 

1）拟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工艺采

取了防尘毒、防激光、防高温、防工频电场、防振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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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1-2010）、《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职业卫生防护技术规范》（GBZ/T 231-2010）

等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2）拟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本项目拟为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体防护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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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651-2008）、《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

（GB/T 29510-2013）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3）拟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本项目拟设置CH4泄露报警

装置、防泄漏托盘、防泄漏吸附材料、便携式一氧化碳

报警装置等应急救援设施，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相关

要求。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为技改项目，主要在

原有热处理厂房内进行新建一条热处理线和对原有中

板横切线进行升级改造，不改变厂区原有的总体布局。 

5）建筑卫生学：本项目建筑物内通风、采光照明部分

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建筑

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201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职业

卫生防护技术规范》（GBZ/T 231-2010）等标准的相关

要求。 

6）辅助用室：本项目辅助用室利旧。热处理线厂房内

设置了4个厕所兼盥洗室以及1个休息室。热轧厂区内设

有1个浴室、1个更衣室、1个食堂等。 

7）职业卫生管理：建设单位已制定的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及执行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令 第5号）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建成后应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危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本项目建设期拟对职业病

防治专项经费进行预算，投资去向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护

设施配置、应急救援设施的配置、警示标识和指令标识

设置；本项目运行期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纳入原有职业

病防治专项经费预算。 

综上所述，本建设项目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

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总平

面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

生专项投资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建筑物内采光照明暂未进行

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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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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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补充性措施建议 

3.1.1 针对采光与照明的建议 

本项目照明拟采用自然采光和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

但未进行详细的照明参数设计。项目应根据《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

规范》（GB 50187-2012）、《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职业卫生防

护技术规范》（GBZ/T 231-2010）等相关卫生标准的要

求，在现有采光照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采光照明设

计，使其符合一下要求： 

1）工作场所采光设计按 GB/T 50033 执行； 

2）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按 GB 50034 执行； 

表1 本项目各场所照明标准值设计要求一览表 

单元 岗位 作业点 标准值（lx） 

连续热处理

线 
巡检岗位 

上卷 150 

切头、取样 150 

开卷 150 

矫直 150 



切头 150 

激光焊接 150 

抛丸 150 

淬火加热 50 

淬火均热 50 

淬火 50 

烘干 200 

回火加热 50 

回火均热 50 

连续热处理

线 
巡检岗位 

冷却 150 

分切、取样 150 

卷取 150 

打捆 150 

喷印 200 

中板横切线 巡检岗位 

上卷 150 

切头、取样 150 

开卷 150 

粗矫矫直 150 

切边、碎边 150 

精矫矫直 150 

喷印 150 

剪切 150 

打捆 150 

辅助单元 巡检岗位 

柴油发电机房 200 

新建干式变压器室 100 

入口辅助液压站房 100 

出口辅助液压站房 100 

中板横切线液压站

房 
100 

 

3）照明设计宜避免眩光，充分利用自然光，选择适合

目视工作的背景，光源位置选择宜避免产生阴影。 

①照明设计宜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来自窗户眩光，如工作

台方向设计宜使劳动者侧对或背对窗户，采用百叶窗、

窗帘、遮盖布或树木，或半透明窗户等。 

②应减少裸光照射或使用深颜色灯罩，以完全遮蔽眩光

或确保眩光在视野之外，避免来自灯泡眩光的影响。 



③应采取避免间接眩光（反射眩光）的措施，如合理设

置光源位置，降低光源亮度，调整工作场所背景颜色。 

④在流水线从事关键技术工作岗位间的隔板不应影响

光线或照明。 

⑤应使设备和照明配套，避免孤立的亮光光区，提高能

见度及适宜光线方向。 

3.1.2 针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建议 

本项目运行期设备运行自动化、密闭化，作业人员以视

频监控、现场巡检为主，考虑到工艺过程、设备的特性，

若设备发生故障等可能引起有害物质的泄漏等事故。因

此，应特别加强设备的检修和维护，确保设备、管道的

密闭性，防止有害物质发生泄漏。对作业环境中的有害

因素进行定期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1.3 针对受限空间作业的建议 

本项目热处理炉等设备损坏修理过程中可涉及受限空

间作业，建设单位应根据《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

规范》（GBZ/T 205-2007）等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作

好对作业人员职业病危害告知工作并制定以下防护措

施： 

1）制定进入受限空间准入制度，作业人员必须申请、

办证，并应得到批准后方可作业； 

2）制定相关应急救援预案； 

3）进入受限空间前，建设单位应检查确认安全应急措

施的落实到位情况，在确保安全后，方可进入受限空间

作业； 

4）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应用空气将设备、容器内的

气体置换出来，使设备、容器内的氧含量不得低于 18%； 

5）为防止意外发生，进入受限空间作业时，在受限空

间外必须有人监护，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应有联络信

号，发现异常应及时进行救护； 

6）监护人员在作业前须熟知应急救援措施，事先必须

准备好用于救护作业人员的相应工具（如安全绳、空气

呼吸器、担架等救护器材）；如预测危险较大时，应提

前安排救护队员进行现场监护。 

3.1.4 针对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建议 

1）应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的要求，根据各岗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特点，配

发符合该岗位防护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2）本项目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加强个体防护，

个人防护用品应经常检查、更新，以保证使用的个人防

护用品是安全和有效的。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

用防护用品，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

到位而遭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3.1.5 针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建议 

建设单位已制定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5 号）的相

关要求，项目建成后应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一步建立、

健全职业危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3.1.6 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与告知建议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

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要求，在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

示说明等。 

告知卡和警示标识应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发现有破

损、变形、变色、图形符号脱落、亮度老化等影响使用

的问题时应及时修整或更换。 

3.1.7 职业健康监护建议 

1）建设单位应当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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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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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执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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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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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职工出现健康损害时，应

当积极给予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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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建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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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单位每年应委托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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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检测、评价结果应当依法向劳动者公布，并在取得

检测、评价结果后，按时报送企业所在地的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部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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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职业卫生培训建议 

1）接触有害因素的工作人员上岗、换岗以及长期停工

后复岗前应经过“三级职业安全卫生教育”和防护知识

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防护知识技能再教育和考核。 

3.2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综合建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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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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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十五条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

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4）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十七条规定：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完成后，属于职业病

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

的负责人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进行评审，并形成是否符合职业病防治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的评审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意见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进

行修改完善，并对最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真实

性、客观性和合规性负责。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

程应当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5）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二十条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在完成评审

后，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

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的内容

重新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6）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

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

评价报告。 

7）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二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前，应

当编制验收方案。 

建设单位应当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前 20 日将验收方

案向管辖该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书

面报告。 

8）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

二十六条：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单

位主要负责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



以及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并形成是否符合职业

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的评审意见和

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与验收意见对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整改完善，并对最

终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

验收结果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 

建设单位应当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

护设施验收工作过程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9）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建设

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7〕37 号）的相关要求，建设单

位应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的

要求做好“三同时”各环节的工作，严把评审和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关，落实评审意见和验收意见的整改，确

保各项管理措施实施到位，实现职业病防护设施科学设

置、有效运行，切实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建设单位

应制定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有关工作流

程、工作程序、验收方案、工作过程报告以及公示信息

表等。 

技术审查专

家组评审意

见 

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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