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宏旭模具工業有限公司 制定部門: 管理部 

修订日期: 2015 年 6 月 1 日  

标 题  6S 小组章程 
文件編號: SHS-GL-W3-0005 

版本: A 頁次: 1/8 

  

6S 小组章程 

    （2015 年 6 月 1 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宏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及环保工作，

明确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及环保工作中的职责，使安全生产工作能有效的贯彻

落实，持续改进。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制定，适用于本公司的

所有部门和任何个人，亦适用于来本公司访问、作业的任何外来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组织架构 

 

第三条：人员组成 

6S 小组由组长、副组长、安全专员、部门安全员组成。 

(一) 总经理担任 6S 小组组长； 

(二) 由公司任命一名 6S 小组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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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公司任命一名安全专员，全面负责 6S 的日常工作； 

（四）由每个部门推荐一人加入 6S 小组，为部门安全员； 

第三章：职责和权限 

第四条：6S 小组职能 

（一）组织或参与拟定全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全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督促落实全公司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全公司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全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

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全公司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第五条：6S 小组组长职责 

(一) 组织建立、健全全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 组织制定全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 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 保证全公司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 督促检查全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 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公司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八) 对安全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 

(九) 批准安全活动所需要的资源； 

(十) 对安全工作进行思想性指导和远景规划； 

(十一) 随时检查安全工作的落实，并做出评价； 

(十二) 对检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确认和核准； 

第六条：安全专员职责 

(一)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分解公司年度安全生产目标；  

(二) 考核、评估各部门安全生产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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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监督安全生产资金的投入； 

(四) 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获取、建立、健全、修订； 

(五) 监督和监察各种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 

(六) 监督和监察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实施； 

(七) 负责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件的对外培训； 

(八) 监督监察公司设备维护保养的实施情况； 

(九) 监督监察员工的作业行为及安全设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十) 组织监督各种类型的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十一) 组织职业卫生健康的管理，如申报、检测、体检等事宜； 

(十二) 负责应急救援的组织管理，包括急救药品、器材等的管理； 

(十三) 负责公司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处罚等； 

(十四) 督促公司安全生产事故报告的完成及责任人的处罚； 

(十五) 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定期评估，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持续改进； 

(十六) 负责公司安全生产会议的召开及各种与安全生产有关活动的组织； 

(十七) 负责对各部门“三违”行为的查处及处罚； 

(十八) 负责公司年度 6S 先进部门、先进个人的评选； 

(十九) 负责《各部门每月 6S 评分表》的汇总，并公布； 

(二十) 负责公司“安全宣传栏”内容的更新和完善； 

第七条：部门安全员职责 

(一) 完成 6S 小组下达的各项任务，推动部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实施； 

(二) 督导部门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实施； 

(三) 监督监察所有员工的作业行为； 

(四) 组织部门并协助公司，进行各种类型的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五) 组织部门并协助公司，进行安全生产会议的召集及各种安全生产活动的组织； 

(六) 负责对各部门“三违”行为的查处及处罚； 

(七) 负责完成部门内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和事故报告的撰写； 

(八) 负责部门并协助公司，进行各种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处罚等； 

(九) 及时出勤 6S 小组的各项检查活动，并完成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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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会议制度 

第八条：会议制度 

(一) 每月月底召开一次 6S 会议，对本月的 6S 工作进行总结，并制定下月的工作计划；

(二) 每年年末召开一次年度总结会议，对本年度的 6S 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制定 

下年度的工作计划； 

(三) 6S 会议由安全专员主持，并负责会议的召集、资料的准备、会议记录的撰写等；

(四) 各部门部长必须参加 6S 月会，如因工作不能参加时必须发邮件请假； 

(五) 未向 6S 小组请假无故不参加会议者，在本月的《6S 评分表》中，针对部门评分

将做扣分处理； 

第五章：检查制度 

第九条：综合检查：当日值班小组应及时出勤检查，并完成《6S 综合检查表》附表一，最迟于次 

日上传至 OA。每组每月上传的《6S 综合检查表》应不少于四次。  

         星期一：王利平 陈广瑞      星期二：沈光辉 孙志鹏 

         星期三：付承华 陈晓光      星期四：杨凯军 宁圣飞 

         星期五：陈裕锋 肖文洲 

第十条：专项检查：由安全专员和部门安全员及相关人员（主要是设备课）进行，检查后需完

成《隐患排查表》附表二，表格交安全专员存档，检查周期视工作情况而定。 

第十一条：季节性检查：由安全专员组织，部门安全员及本部门相关人员依据《隐患排查表》 

的项目进行排查，检查后将《隐患排查表》交给安全专员存档，一年至少四次。 

第十二条：节假日检查：由安全专员组织，部门安全员及各部门相关人员依据《隐患排查表》

项目进行排查，检查后将《隐患排查表》交给安全专员存档，每个节假日前进行一次。 

第十三条：安全专员检查：安全专员依据本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的考核项目，每月完

成一次《安全生产目标考评表》附表三评分，并上传至 OA。 

第六章：评分制度 

第十四条：月度评分：安全专员汇总各部门安全员上传至 OA 的《6S 综合检查表》进行评分，

生成《各部门每月 6S 评分表》附表四，在宣传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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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出勤考评：两人为一检查小组，每小组每月上传至 OA 的《6S 综合检查表》应不少

于四份。上传三次的，在《各部门每月 6S 评分表》平均分后各扣 0.25 分，上传两

次的各扣 0.5 分，上传一次的各扣 0.75 分，未上传的各扣 1分。 

第十六条：年度评分：根据《各部门每月 6S 评分表》平均分，得出各部门年度最终评分，在宣

传栏公布。 

第七章：先进评选   

第十七条：先进部门评选： 

(一) 依据各部门年度最终评分，评选 6S 先进部门，分数最高者（第一名）胜出。 

(二) 安全生产目标年度考核不及格的部门取消参与 6S 先进部门评选的资格。 

(三) 财务部和经营部每三年参与一次先进部门竞选。 

(四) 如出现多个评分相等的第一名时，则由 6S 小组全体成员和各部门部长投票选出

一个先进部门。 

第十八条：年度先进个人由 6S 小组全体成员及各部门部长投票选出。 

第十九条：附件表格 

1. 表一：《6S 综合检查表》 

2. 表二：《安全隐患排查表》 

3. 表三：《安全生产目标考评表》 

4. 表四：《各部门每月 6S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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