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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摇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 2015 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

示范岗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安全监管局,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

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

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安全监管局: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改革开放、 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为激励引导广大青年职工强化安全生产意

识, 提高安全生产技能, 参与安全生产管理, 为实现 “四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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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冶 战略布局创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 共青团中央、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决定联合开展 2015 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

动, 并对 2014 年度创建工作成果进行通报。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关于 2015 年度创建活动安排

1. 创建主题

青春建功中国梦———青安岗在行动

2. 创建对象

企事业单位一线生产车间、 班组等基层安全生产单位

3. 创建标准

(1) 团的基层组织健全, 团的工作活跃, 党政负责人高度

重视和支持团的工作。

(2) 35 周岁 (含) 以下青年占职工人数的 60% 以上, 创建

单位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1980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

(3) 生产现场管理规范, 无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和违反劳

动纪律的行为发生; 岗位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同类岗位中领先;

在出色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 2 年内生产安全事故为零。

(4) 职工能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

岗位操作规程和作业标准, 具有较强的安全生产意识、 较高的安

全生产技能和较好的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能力。

(5) 积极开展富有成效的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动, 有明

确的创建规划、 细化的创建标准、 有力的创建措施和有形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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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创造了便于借鉴和推广的典型经验。

4. 创建内容

(1) 突出创建主题, 创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 创建集体要

围绕 “青春建功中国梦———青安岗在行动冶 创建主题, 创新活

动形式和活动内容, 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普及安全知

识, 弘扬安全文化; 大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青年职工

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 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共同理想,

与时代发展同心同向同行。

(2) 注重岗位实践, 提升安全生产技能水平。 创建集体要

积极开展 “青春建功中国梦———青安岗在行动冶 主题团日活动、

安全竞赛、 岗位练兵、 技能比武等活动, 着力提升青年职工安全

生产技能水平, 引导他们立足岗位, 学技成才。 结合企业实际和

岗位特点, 鼓励和引导青年职工发挥首创精神, 广泛开展合理化

建议征集, 协助企业创新和改进不符合标准的安全管理制度、 工

艺技术、 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 促进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3) 规范管理机制, 促进安全生产常抓不懈、 务实从严。

创建集体要制定岗位创建方案、 创建目标、 创建措施和创建考核

评价标准, 明确青年职工的安全生产责任。 安全生产活动要有计

划、 有内容、 有保障, 落实到位, 责任到人。 创建活动要记载详

实, 工作台帐清晰规范, 确保活动有实效。

各创建集体要结合上述要求, 在今年 6 月 “安全生产月冶 期

间, 集中开展 “青春建功中国梦———青安岗在行动冶 “五个一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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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即开展一次安全生产主题团日活动、 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活动、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活动、 开展一次安全技

能岗位练兵活动、 开展一次安全生产 “五小冶 攻关活动。

5. 创建流程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采取 “自下而上、 逐级创建冶 的方式。

各级团组织和安全监管部门要科学制定创建标准, 积极开展创建

活动, 严格开展创建考核, 对表现突出的创建集体可认定为本级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获本级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冶 称号 1 年

以上的青年集体, 方可参与上一级创建。

二、 关于 2014 年度创建工作成果认定

2014 年 4 月,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 2014 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

动的通知》 (中青办联发 也2014页 5 号) 后, 各地团组织联合安

全监管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创建工作, 广大基层一线生产单位以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活动为牵动, 广泛组织开展了各级各类安

全生产技能竞赛、 安全生产操作法推广等活动, 取得了明显成

效。 经审核各地的创建工作, 认定北京京煤化工爆破器材公司雷

管车间电子引火元件制造班等 287 个创建单位为 2014 年度全国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具体名单见附件)。

三、 有关要求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 《意见》 明确指出, 要推动群团组织团结动员广大群众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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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名单

(共 287 个)

北京京煤化工爆破器材公司雷管车间电子引火元件制造班

首钢京唐公司能源与环境部海水淡化作业区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基基础工程公司

北汽集团北京分公司总装分厂绅宝系列青年试装突击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现代城 B 区项目经理部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十分厂

中铁十八局集团一公司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项目部

天津市通莎长途客运站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天津 LNG 工程项目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滨海高新区中央商务区双

子塔北座、 南座项目总承包工程

南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制备车间铆焊二班

开滦钱家营矿业公司开拓三区机械化进尺一队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特高压试验室

河北钢铁集团邯钢公司邯宝冷轧厂酸轧车间

华北油田公司第一采油厂输油作业区任一联计量外输岗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电气点检专业

山西建筑工程 (集团) 总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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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锻造分公司锻热厂万吨压机生产小组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综采队检修班

山西晋煤集团赵庄煤业机掘六队检修班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 (集团) 公司中兴煤业综掘二队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山西分局气象台预

报室

包钢炼铁厂炼铁一部一号高炉甲班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特殊钢分公司 101 车间天

车班

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电务段萨拉齐信号工区

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信息系统保障部

中国石油内蒙古乌海销售分公司第一加油站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结构车间铆焊四组

中国移动辽宁公司金州分公司

鞍钢集团工程建设汽车吊装运输分公司 350 吨吊车机组

东北特钢集团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炼钢厂铸钢作业

区连铸班组

本钢浦项冷轧薄板有限公司酸轧机组轧机主控台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乌东德施工局安环部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医院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第三测设室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发传中心 ET3 缸体保全组

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客车制造中心装调车间

调试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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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电力集团供电公司龙南工区线路检修

一队

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核电设备分厂机加工

段乔格钻班组

哈尔滨供水集团磨盘山长输管线分公司永和屯管理所

龙唐群力供热分公司运行检修 C 区班组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铸锻钢事业部铸钢分厂造型责任

区落沙组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公司齐齐哈尔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班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青浦供电公司变电 (配电) 二次运

检班

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行车班组

上海石化芳烃部 4#芳烃联合装置 2 号歧化异构化外操岗

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构件分公司嘉松基地生产小组

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网维中心浦东民生班组

中建二局 (沪) 漕河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二期 (三) 项

目部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飞行部二分部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铁厂高炉车间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客运营销中心乘务

一车间电客车二班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通州港务分公司电力供应队现场维

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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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力博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缸体车间

盐城民航站安检站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 330MW 运行一班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排障四大队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运行三值

温州市龙湾永强供电公司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输电工区带电作业五班

中国石油浙江衢州销售分公司常山振华加油站

意尔康股份有限公司注塑车间支部

杭州市萧山国际机场航空地面服务公司旅客服务部廊桥服务

A 队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溧阳施工局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维护分场机械班

浙江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游船分公司

浙江中烟宁波卷烟厂制丝车间膨丝段丙班组

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热动汽机本体班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桥箱事业部数控车工班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池州管理处

淮北矿业集团孙疃煤矿保运一区

安庆石化炼油二部重油加氢装置

中国中铁四局郑机城际项目部

泉州市石壁水库管理处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控中心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热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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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古田溪水力发电厂后垄溪运营项

目部

福建永安煤业公司仙亭煤矿掘进二队 102 班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吉安供电分公司葛山变电运维班

方大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钢厂机修电工班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连退作业线丁班

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炼油运行三部

东营市公安消防支队东营区大队特勤中队

威海市刘公岛海上环岛游管理处

信发化工有限公司电解车间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十七车间纯化工段

天元建设集团第二工程公司二〇五项目部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中央变电所

山东机场有限公司安检站白鹭分队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桂铁路云南段项目经理部

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中建五局河南公司郑州新郑机场二期综合交通换乘中心项

目部

中原油田采油五厂胡状联合站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卫辉变电运维站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卷烟厂制丝车间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郑州经开区综合管廊项目部

中石化股份河南中原石油分公司第二十一号加油站

武钢股份设备维修总厂三冷轧维修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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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车身厂装焊一车间分装二班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船舶工程公司轮机车间钳工五组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卷烟厂制丝车间丙班 5000

线制丝工段

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长江路桥项目部

中交二航局富春江船闸扩建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大桥局集团六公司武汉鹦鹉洲大桥项目部

中建五局长沙河西交通枢纽项目

华菱涟钢 2250 热轧板厂电气维护车间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三分厂 031 车间数控班

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

中国石油湖南销售长沙分公司含浦加油站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永州检修分公司变电运维班

湖南神斧集团湘南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五分厂制药班

广东地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粤北铁路分公司机务车间

广东电网韶关曲江供电局巡维中心二班

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砚都站巡维中心

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行维护部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自动班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装一科车门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 A330 机队

中国石油佛山平洲油库

中海石油 (中国) 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 13-1 / 2 油田

中石化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聚丙烯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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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110 抢险队

民航三亚空管站管制运行部塔台管制室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部三单元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驱动桥厂托架班

广西电网崇左供电局系统运行部

中国石油广西梧州销售分公司龙山加油站

桂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西南铝业熔铸厂机电二车间钳工丙班

綦江齿轮传动有限公司齿轮分厂双排炉组

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涂装三胶班组

中建五局隧道公司重庆市轨道六号线小什字车站及区间隧道

工程项目部

川煤集团广旺公司赵家坝煤矿机电队

四川隆桥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化工总厂双一段直接催化转化

工段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强度部结构材料试验室

仟坤集团鑫坤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叶片数控工段

四川能投集团四川西部阳光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威州电站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钛冶炼厂冶炼班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宜宾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检修变电

二次班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白江分公司运

行维护部

贵州开磷集团合资公司硫酸二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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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洪家渡发电厂运行维护部运

维一值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延安西路 66 号商办住

综合楼项目部

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装试分厂试车二工段

云南冶金集团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毛坪矿生产技术室

中国石油云南玉溪销售分公司欣都加油站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〇八队测试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拉萨铁路接卸油库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女子大队

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 IC 卡中心

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 (集团) 有限公司机械厂 27 车间

表面处理工段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吴起采油厂原油集输大队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华建工程建设总公司延生观·化女

泉项目部

中铁一局四公司雀儿山隧道青年班组

延安车村煤矿生产技术科

青海黄河新能源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共和项目部

中国电信青海公司客服部省 10000 号中心

兰新二线中铁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三工区

甘肃金昌铁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动力制氧工段

酒钢集团宏兴股份公司炼铁厂三原料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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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装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炼化分公司装焊一车间

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三矿综采二队

国网吴忠供电公司电力高度控制中心调度班

中国石油宁夏滨河新区销售分公司宁东加油站

远大中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装配车间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红雁池电厂发电运行部四值 2 单元

新疆机场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和田机场管制室

塔城公路管理局和布克赛尔分局和布克赛尔道班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吐鲁番供电公司输电运维一班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炼油厂二车间重催五班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新疆阿克苏石油分公司巨龙油库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钳工车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新疆天润乳业有限公司天润科技

子公司 UHT 包装班

新疆天富东热电厂运行分场电气三班

沈阳铁路局大连供电段瓦房店供电车间网二工区

太原铁路局调度所大秦台丙班

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西机务段包北运用车 5165 机车组

南昌铁路局鹰潭工务段万年线路车间画桥班组

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怀化机务段监控分析室

南宁铁路局柳州南车站运转一车间甲班三调

昆明铁路局昆明东站王家营西车间运转四组

成都铁路局成都供电段南充供电车间蓬溪接触网运行工区

兰州铁路局迎水桥车站调度车间甲班二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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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公司西宁电务段驼峰信号工区

西北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基础设施模块

民航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管制中心区域管制中心 03 号

扇区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浦东维修基地定检维修分部发动机车

间机械一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飞行签派室 “银鹰冶

班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分公司使用油库青年自控司

泵班组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航空护卫部安检

一部

中信重工矿山机器厂重型磨机加工车间立车班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钢管事业 460 厂点检

作业区

中信建设非洲区安哥拉纳米贝 RED 项目经理部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造币三部包装二班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检封生产部清分机班组

保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造纸一部 11#抄纸丙班

中核集团四茵四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五车间仪表组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海阳核电项目部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十一所八室涞水试验团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动力能源公司能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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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挥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焦平面技术研究部材料

中心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 981 钻井平台

国网北京城区供电公司政治供电核心区运管中心运维管理

三班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部调度组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起

重工程部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远安海轮

中国海运 (集团) 总公司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翠屏峰轮

中粮集团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港) 有限公司榨油四厂

丙班

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北洺河铁矿采准车间掘支一队台车

三班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台山核电核岛项目经理部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硫酸钾厂加工车间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 (镇江) 有限公司组件车间 M1C 班组

南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备料车间小型钢班

中交集团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总

经理部

安徽淮南矿业集团潘集第一煤矿综采二队

山西潞安集团王庄煤矿综采二队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十九工程处

—61—



山东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甲醇一车间 402 控制室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良庄矿业机电工区自动化小组

同煤集团马脊梁矿综采二队

山西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第二热电厂电气运行室

甘肃华亭煤业集团公司马蹄沟煤矿机电队

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十矿机电一队乘人斜井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泉矿青安总岗

陕煤化集团神南张家峁矿业公司综采一队采煤一班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梅花井煤矿综采二队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马兰矿工程一区掘进一队

抚顺矿业集团西露天矿坑口油厂废渣二班

川煤集团广能公司龙滩煤电公司综采队生产一班

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业公司洗煤厂浮选车间

晋能集团阳泉市燕龛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程庄煤矿开拓一队

北京昊华能源公司高家梁煤矿选煤厂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水文地质研究所注浆工

程部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风水沟煤矿综采一队

皖北煤电集团恒源股份公司恒源煤矿通风区监测队

神华神东大柳塔煤矿综采一队

天津钢管集团制铁公司高炉作业区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巴润矿业分公司选矿部青年安全生产

示范岗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七高炉作业区丁班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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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热轧部轧钢作业区 (轧

辊) 磨床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东鞍山烧结厂浮选作业区浮选班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

鞍钢集团化工事业部西部焦油精制作业区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旺苍攀成钢焦化有限公司青安生产示范岗

攀钢集团工程公司检修分公司炉窑工程处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宝钢集团宝钢特钢棒一分厂丁班轧机组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宝钢集团化工公司宝山分公司苯加氢作业区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宁波钢铁焦化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宝钢不锈冷轧厂酸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宝钢集团宝钢发展制造服务事业部包装管理部冷轧包装部甲

板一组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承钢公司维护检修中心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邯钢公司连铸连轧厂维修机械车间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唐钢公司不锈钢公司卷板车间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舞钢公司检修厂电修车间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河北钢铁集团宣钢公司动力厂热力一车间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昆钢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炼焦车间电工组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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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钢南山矿业公司凹山车间综合工段修理班青年安全生产示

范岗

百利装备集团天津阿斯莫汽车微电机有限公司新冲压组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质量控制班组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工场总装 1 科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整车制造部总装科仪表班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总装厂内饰一班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事业部库房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动力总成中心发动机公司五车间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一厂焊装车间奥迪 Q3 修磨工段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渝北工厂涂装二车间挤胶 B 组

中国重汽集团部件制造部精铸件加工部有色现场分部

上海港引航站引航七班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集装箱分公司操作队

上海港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监测技术站测量组

武汉港务集团汉阳港埠分公司水上作业部 8 号浮吊班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轮驳分公司亚洲十七号轮

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煤矿作业部装船机中队

天津港滚装码头安全巡视班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操作一大队固机桥吊三班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港务分公司装载机班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广州凯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科技企业加速器物业服务中心

宁波北仑岩东排水有限公司再生水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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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中心

上海三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制造部焊接班

云南昆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三分厂电子秤组

云南建工经开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长晶生产岗

宁夏巨能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装配岗位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全国煤炭、 钢铁、 汽车、 港口、 经开区、 高新区团指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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