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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組織(CSI)的成員對安全數據報

告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是，為了保證數據

的一致性，有必要對部分概念做進一步的闡述和澄

清。

CSI第三工作組(健康和安全)對這些需要澄清的概念

逐一認定。

CSI彙總後的數據可以在其官方網站上查詢，網

址：www.wbcsdcement.org/safety。數據顯示，

水泥行業由於傷害損失的工時數已經大大減少，這

是所有成員不斷致力於安全改善的結果。但是，由

於疾病原因損失的工時數還沒有體現。

CSI成員未來使用經過第三方核查後的數據，同意其

作為指引的附件1。其中部分成員已經開展數據的第

三方審核，其他成員也開始相關工作。

安全數據已經覆蓋到骨料、混凝土、建材產品、水

運、鐵路運輸領域(除非該公司沒有水運和鐵路運輸

承運商)。

為了提供建材領域准確的安全數據，所有成員應有

明確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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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 
(CSI)

背景
水泥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物質之一，每人每年

消耗3噸混凝土(含10%-15%的水泥)，對全球來

講，水泥都是消耗能源和資源的過程。

1999年幾個水泥企業在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

理	 事會(WBCSD)下，設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名

為：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組織，彙聚了全球24個

重要的水泥生產企業(約占全球水泥產量的30%

左右)。

1	 獨立探究水泥工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2	 全球範圍內促進利益相關方的對話;

3	 為了提高效率，建立一套獨立的工作系統;

4	 2002年簽署了《行動綱領》，2012年發布了

《發展報告》

通過充分的討論和溝通，CSI增強了可持續發展

的能力。

当前情况
CSI有9個工作小組，每個小組由一個或多個會員

參加，在《行動綱領》的原則下開展工作。

所有會員共享這些指引、工具和成果，並提供給

全球其他感興趣的水泥企業。

主題包括:

> 气候保护

> 协同处置

> 健康和安全

> 排放

> 生物多样性和土壤管理

> 交流

> 混凝土的可持续发展

> 水

> 供应链管理

CSI通過與相關專家的研討，通過與學術界、非

政府組織和監管機構的持續溝通，通過定期與利

益相關方的磋商，不斷完善指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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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
倡議工作分為兩個方面：聯合項目(如發展方針)

和個別公司的行動。

倡議不能也不希望建立一個針對所有成員的目

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有些公司能夠更

好的配置其工作目標和時間表，作為一個全球的

組織，由於國家和地區的差異，各公司必然有不

同的資源配置和實際情況，公司會依照自己的條

件，設立一個有意義、可實現的目標。

第二，由於反壟斷法限制各公司聯合發起行動，

建立一個共同的目標會帶來許多法律問題。

员工健康和安全
確保雇員和承包商員工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條件，

是水泥工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CSI成員認識

到，我們有責任投入更多的精力引領行業的發

展。為此，第3工作組(健康和安全)作為CSI的重

要組成部分，將努力工作持續改進。

大家知道，水泥行業的死亡率和傷害率是高於其

他行業的，比如：石化和化工。CSI成員認為高

死亡率和傷害率嚴重影響了水泥行業的聲譽，是

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

3



  4

健康与安全

本部分內容旨在確保參與世界水泥可持續發展倡

議行動組織(CSI)的成員企業所發生的所有死亡事

故和職業工傷事故都能夠被准確記錄，從而根據

統一基准制作出關於安全指數的合並報告。

1	 上述CSI合並報告創建了一個統一的報告平

台，集中報道全行業數據，並采用適當的標

准將水泥業與其他產業進行比較。	

2	 更重要的是，CSI致力於提高整個行業的安全

紀錄。因此，創建該統一報告平台的另一目

的是劃定一條起跑線，此後每年都以同樣的

方法對安全指數進行追蹤，從而評估CSI成員

企業在運營中減少傷害和事故方面的進展。

	 為實現這一目標，每個成員企業都要按照本

文所提供的定義和指標，向CSI遞交年度安全

報告。CSI會把所有企業的信息合並為一個報

告。

3	 該報告還致力於鼓勵各CSI成員企業在未來提

高公共安全報告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從而顯

著提高全行業的安全。

當然，每家CSI會員企業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在年

度報告或企業可持續性報告中公布其安全數據。

如公布，最好的做法是采用本文所提供的定義和

指標。作為全行業的社會責任整體承諾，CSI積

極支持成員企業公布其安全數據。

自2012年1月份以來，CSI成員企業被要求提交承

包商在水泥生產現場的工作小時數，作為其事故

數據的一部分。最遲從2014年起，我們將對此實

行強制性外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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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词汇表

直接雇用

自己的員工,包括全職、兼職和臨時的員工(臨時

員工也應包括按天數、小時的計算方法雇用的員

工)，兼職和臨時員工和全職一樣需要統計報告。

這包括有安全管理控制和管理、技術協議的所有

公司的員工。(參見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部分內

容)

合同方/分包商

合同方和分包商(分包商定義為合同方的合同方)

也和全職員工一樣需要統計報告。這包括無論是

在短期(一項特定任務)或長期(如司機或維修人

員)承包特定的工作的所有個人、公司員工。凡

公司負責收貨或交貨並簽訂運輸合同來完成此項

工作的公司，相關的這些卡車的司機被視為合同

方、分包商。

第三方

凡不歸類為直接雇用或合同方、分包商的任何

人。第三方通常包括，但不限於：

>	 客戶和公司的訪客(不論特意邀請與否);

>	 司機或乘客或其他與公司或合同方車輛非現

場事故相關的道路使用者，涉及與公司或合

同方車輛在廠區外發生事故的司機，乘客或

其他道路使用者，但除非公司或員工(直接雇

用或合同方、分包商)存在過失(參見過失的定

義)

>	 在其他場所的工人，例如涉及事故的建築工

地，除非公司或員工(直接雇用或合同方、分

包商)將貨物(比如：包裹或設備零件)的運輸

作為一個獨立的服務(比如由快遞)來進行，相

關司機可能被看作第三方。

免于报告

在所有情況下免於彙報的是以下所有的死亡事故

和損失工時事故(LTI)：

>	 乘坐私人或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公司所提供的

車輛前往指定工作地點以及從指定工作地點

出發，但如果交通工具不是有組織的並在公

司責任範圍內，比如使用一個公司的或合同

方的公共汽車或車輛。

>	 由於第三方的犯罪行為或非法行為，比如CSI

成員公司已提供了所有合理的保護並制止的

情況下的非法侵入行為，或醉酒駕駛以及在

道路錯誤的一側駕駛和超速等。如果是一個

直接雇用員工或合同方、分包商的非法行為

是不包括的。

>	 以上因犯罪或違法行為的免除報告情況適用

於已通過徹底的調查和、或隨後警察的確認

以及法院的起訴獨立地證明是由於第三方的

犯罪或違法行為引起的與直接雇用員工、合

同方、分包商相關的事故，並且CSI成員公司

的直接雇用員工或合同方、分包商及車輛未

以任何方式有過失而造成這一死亡或損失工

時事故。

>	 由於自然原因引起的，其中可能包括像地震

或海嘯的以及與人相關的事故，如心髒病發

作、戰爭或恐怖主義行為，以及人身攻擊和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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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事故

與工作相關的事故導致的死亡，事故發生的日期

和死亡日期之間沒有時間限制；直接雇用員工、

合同方、分包商和第三方的死亡事故要報告。(免

於報告情況請參見免於報告的定義)

死亡事故率

每10000個直接雇用人員的死亡事故數量。

损失工时事故(LTI)

與工作相關的受傷造成一個或多個工作日(或輪

崗班次)的曠工，從受傷後的之日起到該人恢復正

常返回限制性工作崗位之前來計算時間，要報告

直接雇用員工和合同方、分包商的；第三方的損

失工時事故不需報告因為沒有計算損失工作日的

基礎。(免於報告情況請參見免於報告的定義)

如果兩個(或多個)人在任何事故中受傷，則該事

件是被算作兩個(或多個)損失工時事故，以及每

個受傷的人的損失工時天數。

损失工时事故频率

每百萬工作小時的損失工時事故數量

损失工时事故严重率

每百萬工作小時損失工作日天數。損失工時天數

可能會以日歷天數或工作日為基數來報告。但所

選擇的基數必須在報告中明確指出：立足於定義

部分，大家都同意這些與“馬斯特森因素”相關

聯的基數	

嚴重率 = 損失工作天數x1000/總的工時數

工作小时

實際的工作時間。工作小時的計算方法如下：	

>	 直接雇用員工 = 要將CSI安全報告範圍內的所

有人員的所有工作小時數考慮在內。

>	 合同方、分包商 = 合同方和分包商的所有人

員的所有工作小時要考慮在內，但以這些人

員從事公司場所內的行為、活動為前提。運

輸、裝卸作業，即使是在公司場所內完成，

也是不包括的。

过失

過失被理解為超越合理的懷疑並建立在本公司

和、或當地的獨立權威機構的全面調查基礎上的

造成事故的過失或責任。

(過失意為通過公司和/或當地獨立權威機構的

調查，超出合理懷疑基礎上導致事故發生的過

失。)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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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包括和不包括的数据

水泥业务范围CSI安全指标数据

幾個成員公司除了水泥生產也經營幾個不同的業

務領域(如瀝青、陶瓷、化工、骨料，預拌混凝土		

等)。為實現水泥可持續性發展倡議行動範圍內的可

比性目的，CSI成員公司們決定，除了在與水泥制造

(定義見下文)直接相關的那些業務領域強制性要求

使用本標准，本文檔中提供的安全指標和報告標准

也應被用於所有業務領域的安全報告，即使與水泥

生產沒有直接相關。

下列作業行為包括在水泥生產過程及相關業務領域

範圍內(參見下頁)，當他們屬於公司直接或間接管

理的(這被理解為存在安全管理控制)：

>	 在水泥公司或工廠的安全管理控制下的生產水泥

的采石場運營。

>	 在水泥生產廠的所有操作從破碎到發運、運貨，

包括任何與生產相關的現場活動，例如由直接雇

用員工或合同方、分包商(而不是供應商)對常

規和替代燃料以及其他原材料的制備、處理和交

付。這也包括水泥廠建設和改造項目。

>	 水泥磨和、或終端、分銷料倉設施(即接收熟料

和、或生產或分銷水泥)。

>	 直接與這些活動所有辦公室的人員，包括行政和

銷售的員工，經理及董事，即使出差在外不在工

廠。還包括所有直接和水泥制造活動相關的總部

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如果是由直接雇用的人員或合同方、分包商來完成

的水泥和熟料到終端、分銷料倉設施和客戶的交貨

物流，無論是通過公路、鐵路或海運，由此類活動

導致的第三方死亡事故，如果公司或員工(直接雇用

或合同方、分包商)過失造成的也要包括在內。

在客戶來取這些產品的情況下，CSI公司場所外的水

泥和熟料的交貨物流不包括在此定義之內。骨料和

預拌混凝土的生產和水泥生產過程以外的任何其他

活動都不包括在水泥相關活動報告數據之內。(鼓勵

對這些活動單獨做外部安全報告。)

當CSI成員收購另一家公司時，應包括其從收購之日

起的安全數據，或在可行情況下盡快提供。

本文檔中定義的報告協議不包括職業病	-	定義為超

過一個工作日或班次的一段期間在工作環境中所產

生的疾病。通常這樣的疾病是由於經過一段時間的

重復性的因素導致的。它可能是由全身性感染、重

復的壓力或疲勞，長期暴露於毒素、有毒物質或其

他正在進行的某個工作環境因素中。

職業病報告應與安全損失工時事故報告分開存放。

職業病，如矽肺，與較長期的工作場所暴露相關而

與特定的工作場所事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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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產工藝的主要特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redit: R.Rivet

1	 采石作業
2	 破碎
3	 預均化
4	 粉磨
5	 預熱
6	 回轉窯
7	 冷卻器
8	 熟料儲存
9	 填料
10	 水泥粉磨
11	 水泥料倉
12	 儲存
13	 交通運輸

CSI成员公司报告的安全指标

死亡事故

直接雇用員工的死亡事故數和死亡率，	

合同方與分包商和第三方的死亡事故數

损失工时事故

直接雇用員工的損失工時事故(LTI)數量，即由於

損失工時事故(LTI)所損失的工作日天數，LTI事

故頻率和嚴重率，合同方與分包商的損失工時事

故(LTI)數量

1.	直接雇用员工的死亡事故数量和死亡率

直接雇用員工的的死亡事故數量

死亡事故(直接雇用員工) =
在一年中的由於工作有關的事故導致的直接雇用

員工的死亡數

死亡率：以每10000名直接雇用員工作為基數來

報告，計算如下：

死亡率(直接雇用員工) =	
(在 一年內的死亡數量 / 直接雇用員工人

數)×10,000

為了與以工作小時來計算的其他行業的死亡率做

對比，可以使用2000萬工作小時作為基數來計

算。	

一年中的死亡數 x 20,000,000 / 在一年中的總實
際工作小時

2. 合同方/ 分包商的死亡数量

死亡事故數(合同方/分包商) =
一年內與工作有關的事故導致的合同方/分包商

的死亡事故數

3. 第三方的死亡事故数

只有水泥制造行業、相關業務和物流導致的第三

方死亡事故是需要記錄。非現場交通死亡事故要

分開報告，除非涉及公司或員工(直接雇用或合

同方、分包商)的過失。

第三方死亡事故數量	=

水泥相關作業(同水泥生產工藝部分的定義)導致

的第三方死亡數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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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接雇用员工的损失工时事故(LTI)的频
率(LTI FR)

常規：頻率是每百萬工作小時(100萬)的損失工

時工傷事故的數量。

頻率	=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數量 x 1,000,000小時	

(一年內的總實際工作小時)

注解1：	 死亡事故數和損失工時工傷事故數是分

開計算的。一個死亡事故不會被重復算作一個損

失工時事故(LTI)。

注解2:	 如果一家公司已經采用了不同的頻率的

定義方法，當然可以在公司內部繼續使用這些方

法，但是要使用以上定義方法做CSI的報告(或其

他公開的報告)。

5.  直接雇用员工的的损失工时事故严重率
(LTI SR)

常規：嚴重率是每100萬工作小時所造成的損失

的工作日天數。

嚴重率(SR) =

(損失的天數) × (1,000,000工作小時)

(在一年內的總工作小時)

確定損失工作日天數以損失的日歷天數還是工作

日天數來計算是有必要的。

統計計算已經證明：按日歷天數計算的損失天數

等於按工作日天數計算的損失天數的1.5倍，精

確度為 + 或 - 3%。	

因此一致認為：損失工時事故嚴重率(損失工作

日來計算) × 1.5 = 損失工時事故嚴重率(損失日

歷天數來計算)。	

為精確地計算這一嚴重率，也應包括年末的調

整:

a	 一個估計的損失工作日數結轉到下一年，或;

b	 從上一年度結轉的實際損失工作日天數

普遍認為損失工作日的計算在傷者返回限制性			

(或輕量)的工作崗位或普通工作後而終止。

無論選擇(a)或(b)，可以推斷任何一個損失工時

事故損失的工作日天數的最大值不能超過相當於

兩年的曠工。

下面的規則也適用於損失工作日的計算：

>	 如果傷者已恢復工作後，由於復發(或例如由

於矯正手術)發生進一步損失工作日，那麼這

些額外的損失工作日天數必須計算在原損失

工時事故的嚴重率中。

>	 只要這個人是在該公司的工資表中，那麼損

失工時天數必須計算在內，即使這個員工從

另一個實體中拿到錢，例如從醫療保險基金

中。

>	 只有實際損失的工作日應計算在內。在某些

司法管轄區，當地有隨意增加在國家報告的

進一步損失的工作日天數作為對更嚴重的損

失工時事故的懲罰的報告慣例，在以CSI規則

報告時不應該采用這些慣例。

>	 如果在致殘受傷的情況下，傷者選擇不返回

工作崗位，那麼當此協議達成時應終止損失

工時天數的計算。

6.  合同方、分包商的損失工時事故數

只記錄與水泥制造活動相關的(如前面所定義)。

損失工時事故(合同方、分包商) =

一年內的合同方、分包商的損失工時事故數量

注1:	 如果客戶安排自己的運輸或送一個合同方

來取產品，任何在運輸或搭乘過程中的受傷是客

戶的責任，是不不計算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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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事件是否与工作 
有关

受伤： 在工厂场所内
通常，工廠場所內與工作相關事件或某種接觸造

成的所有傷害視為與工作相關。工廠場所包括整

個機構，包括主要工作設施、管理大樓、過道、

廁所等。

以下屬於例外：

>	 員工在工作現場(自然原因)表現出與工作無關

事件的跡像或症狀；應通過醫療方式處理這

種情況。

>	 如果員工由於場所中非工作相關活動受傷(例

如，在工作時間之外使用體育設施)。

>	 已租賃給其他企業的設施，且企業不再對其

安全負責管理控制。

某些工作相關事件的澄清和參考標准：

>	 如果一名員工因為嬉戲(粗魯、跌倒、鬼混、

開玩笑)在工廠場所受傷，由於強烈反對嬉

戲，因此可記錄此受傷。

>	 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飲酒或吸毒在工廠場所受

傷，可記錄此受傷，且根據企業的政策以及

法律要求,該員工可能需接受紀律處分。

 

受伤： 工厂设施之外
工廠以外事件的部分參考標准：

>	 如果員工已報到且在工廠設施以外開展與

工作相關的活動，例如采購、企業支付的午

餐、獲得耗材或執行普通企業差使，則該傷

害視為與工作相關。

>	 如果員工經批准離開工作且在非現場受傷(例

如午餐時)，且午餐與工作無關，則此受傷視

為與工作無關。

受伤后从事有限(或轻量)工作 
如果有關國家的法律允許且獲得醫療批准，員工

在自然愈合和恢復期間首先返回有限/輕量工作

對員工和企業都有好處。

當受傷員工返回有限/輕量工作時，LTI結束。如

果在受傷之後的下一天/班返回，則不計算LTI，

也無損失天數。

但應指出的是，國家事件和/或報告要求可能與

以上CSI定義不同。這種情況下，應始終滿足國

家報告要求。當然，向CSI(以及企業公開報告)中

的數據應符合CSI的定義。

在Jura Cement的	

Wildegg工廠進行受限

空間工作程序安全培訓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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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水泥可持续性计划报告和交流

收集CSI成员企业的安全信息并创建
报告
每家CSI成員將根據本文檔中的定義和公式認真

編制自身的年度安全指標報告，並在每年二月與

所有CSI成員企業分享上一年度的報告。

指定編制合並報告的人員將合並所有單獨的報告

並創建合並安全指標報告。每年三月/四月期間

發布此報告。

CSI安全指标的使用和发布标准
合並CSI報告不包含比較具體水泥企業的數據。

數據必須反映作為整體的所有水泥企業報告，以

在CSI整體和其他行業之間進行比較或體現CSI在

有關年份內趨勢和進步。

鼓勵未參與CSI的企業收集並報告他們的數據。

独立数据验证
為確保過程透明，CSI成員同意對其安全數據進

行獨立驗證。各成員通過可信賴的第三方保險公

司監督其自身的獨立驗證過程。

合资企业和关联企业
與管理控制程度相關的報告責任為如下：

>	 擁有企業具有控制地位的CSI成員（持有50%

以上股權）應獨自對該企業進行報告；擁有

少數股權的CSI成員不再對企業進行報告。

>	 對於母公司都是CSI成員的50/50合資企業，

僅承擔H&S的成員獨自對該企業進行報告，

以避免發生雙重報告的情況。

>	 對於僅一家母公司是CSI成員的50/50合資企

業且該母公司不承擔安全管理責任，則該CSI

成員沒有對該企業進行報告的義務。

>	 如果擁有控制權的股東不是CSI成員，則擁有

少數股權的CSI成員沒有報告該企業安全數據

的義務。

>	 如果管理/技術協議規定由少數股東負責安全

管理，則適用上文處於控制地位股東的報告

規定。

編制和報告安全數據時，不應出現CSI成員雙重

報告死亡數/LTI的情況。如果成員“X”已報告

成員“Y”工廠的死亡/LTI，則僅由成員“X”

報告此數據。如果“X”不是成員但“Y”是成

員，“Y”將死亡事件作為第三方死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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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CSI安全数据验证指南
為了提高向利益攸關方報告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准確性，CSI建議按照以下原則獨立

驗證安全關鍵績效指標。

注1：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如果由進行CO2驗證的機構和在相同地點進行安全KPI驗證可能更有效。

注2：	 由美國礦山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等機構進行檢查，或由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進行審核通常並不是安全數據報告質量的充分保障。

*	消極報告指至少驗證機構未在安全數據中發現顯著錯誤或虛假陳述。	

** 積極報告指基於更詳細的評估，驗證機構可就數據正確性提供良好的保證。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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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中等或有限 ( 或消极 *)
保证或验证

合理 ( 或积极 **) 保证或验证

验证机构声誉 驗證機構應當是國內公認且聲譽良好的

驗證機構。

驗證機構應當是國際公認且通過了有關

標准認證。

验证数据的范围 驗證的數據應包括所有達成一致的 CSI

水泥安全 KPI( 包括死亡率、LTI頻率和

嚴重率 )。

驗證範圍可擴大到所有活動並報告安全

政策、政策實施、安全改進計劃和目標。

集中验证范围 驗證應涵蓋從企業內所有下屬水泥活動

現場整理 CSI成員安全 KPI的過程以及

計算整體 CSI成員水泥安全 KPI。

範圍還可涵蓋所有其他活動 (骨料、商

品砼等 )以及承包商、合資企業等的數

據。

现场验证范围 驗證還應包括通過驗證機構現場考察以

及現場事故記錄的相關檢查，檢查典型

現場的源數據的准確性和質量。應由獨

立驗證機構決定考察哪些現場。

增加考察的現場數量，從而得到在統計

上更可靠的驗證報告。

验证原则 在集中和現場評估過程中，驗證機構應

嚴格遵守有關範圍、實質性、完整性、

准確性、中立和可比較性的公認的驗證

原則。

驗證原則可采用 AA1000保證標准、

ISAE 3000、GRI G3 或類似標准中規定

的原則。

验证报告 驗證機構應向 CSI成員提供驗證報告，

總結驗證結論，包括任何改進建議。

此報告應包含在 CSI成員的公開報告中

(例如 CSR報告 )。

开始日期 所有 CSI成員最好在 2008年開始驗證

(如果尚未開始 )對他們 2007年的安全

數據進行驗證，然後每三年進行一次，

最好每年進行。

最好每年進行一次驗證，盡可能早完

成，最晚不超過 9月 1日。



附录 2 — 事故和对应可记录的案例

案例 1：导致骑自行车人员死亡的厂外交通事故 不需要记录

描述：一個商品混凝土公司在工作高峰期間雇佣外部運輸人員運輸混凝土，這名運輸人員完成最後的

運輸任務後返回了公司，在回家前他遞交了工作任務單。在回家的路上，在一個十字交通路口，他將

車停下，當交通燈變為綠燈時，開始右轉，但沒有注意到 1名自行車人員在他的旁邊行駛，他碾過自

行車，導致騎自行車人員當場死亡。

需要记录吗？這個死亡事故是不需要記錄的，因為根據合同管理，該運輸人員的工作已經完成，他已

將工作任務單交給了這家 CSI成員公司，並已離開了這家公司的場地。

案例 2：在公司赞助的体育赛事中造成的损失工时伤害事故 不需要记录

描述：一個工人作為公司球隊一員利用業余時間參加一場足球比賽，這個隊球衣是公司贊助的，上有

公司的商標和名稱，比賽中，因不當的行走使膝部肌腱斷裂，導致損失工作日。

公司既沒有強制員工參加該比賽，也沒有涉及組織比賽。

需要记录吗？需要記錄嗎？如果公司強制員工參與一些活動 (在這個案例中是足球比賽 )，例如團隊建

設活動是可以記錄的。

案例 3：碰撞事故 不需要记录

描述：CSI成員公司的一輛卡車正在沿著一條主路行駛時，一輛由社會人員駕駛的車突然錯誤的穿插過

來並且與水泥卡車迎頭相撞，導致該司機與水泥貨車司機同時死亡的事故發生。

需要记录吗？目擊者證實稱該貨車司機沒有時間去避免該事故的發生，同時從任何方面看他都不應該

對這個事故負責。緊急救援部門也證實了當時卡車司機是佩戴安全帶的。所以這個事故不需要記錄的，

同時第三方和公司員工的死亡都不需要記錄。

案例 4：货车碾压事故 不需要记录

描述：CSI成員公司的一輛貨車正在一條主路上緩慢行駛時，在司機不知道的情況下，一個年輕的社會

人員突然在貨車的旁邊出現同時爬上了貨車。在司機繼續行駛的途中，這個人在貨車上滑倒並掉落到

行駛汽車的車輪下。

需要记录吗？目擊者證實司機並沒有意識到那名社會人員的出現並爬向汽車。那名人員當時可能是為

了搭順風車或者找一些樂趣，采取了一個危險的行為。所以，這個事故是不需要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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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第三方司机引起的汽车事故 需要记录

描述：受害者是 CSI成員公司的一名員工，當時坐在公司汽車的乘客座位上。他決定把座椅靠背調整

到約 45度的角度來休息。為了更舒適一些他還用自己的雙手推開安全帶，因此安全帶松開了。突然一

輛高速行駛的第三方汽車從左側撞擊到了 CSI成員公司的汽車左後門，應該對該事故負責的第三方汽

車還逃逸了。該公司的汽車被撞的翻轉了一圈又一圈並滑出了數米後顛倒在公路上。該車的司機因為

當時佩戴安全帶，所以沒有明顯的損傷。然而，這名乘客卻被拋出汽車導致死亡。

需要记录吗？這個死者乘客必須要記錄，因為他並沒有根據交通法規指導正確的佩戴安全帶，如果正

確的佩戴安全帶就有可能阻止這起死亡事故的發生。

案例 6：租用货车在公路上碰撞行人 需要记录

描述：一輛租用卡車正在去裝水泥的路上，在事故發生時車輛是空的。一個行人試圖穿過4車道高速路，

在那裡並沒有行人斑馬線。在 80km/H限速的情況下，該行人被卡車撞倒並當場死亡，司機並沒有受

傷。

需要记录吗？事故調查顯示：該司機並沒有接受道路安全要求的培訓，該貨車並沒有得到成員公司的

認可；運輸團隊忽略了關於路程風險評估和路程計劃管理的方法，而且，司機也沒有遵循防御性駕駛

的原則，他並沒有預料到有行人會穿越馬路。雖然行人的行為可以認定為高度危險的，但是主要的過

失責任還是在於司機，他可以通過實施適當的防御性駕駛的原則避免事故。這死亡事故因而被分類為

可以記錄的事故。

案例 7：租用的货车在公路上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 需要记录

描述：大約在早上 4點，一輛租用的貨車離開工廠去運送水泥，事故調查顯示卡車司機為避免撞上停

在路上的另外一輛汽車想要左轉，為了躲避停在那兒的汽車，卡車駛到反向路上並與一輛迎面的汽車

相撞。迎面開來的汽車司機當場死亡。

需要记录吗？這起事故必須作為第三方死亡事故記錄，因為司機試圖避免撞到停在路上的汽車時而采

用了危險的舉動。應用防御性駕駛規則和采取適當的行駛速度是有可能避免這起碰撞事故的發生。

案例 8：租用货车在公路上撞倒行人 不需要记录

描述：一輛租用卡車在交貨後行駛在返回市內的道路上。時間是下午交通高峰期，交通非常繁忙。這

輛卡車剛開始啟動 (在一個有六車道 (雙向三車道 )的交通路口前的右邊行車道上 )，在這個十字路口

是沒有人行橫道線。一個行人從鄰近的公園並走到路邊，可能要過馬路，這時車流開始移動，他突然

跌倒在卡車後面的右車輪下。受害人住院後死亡。

需要记录吗？行車記錄儀的數據證實，在事故發生時該車正在低速移動 (低於 10公裡 /小時 )。該司

機的駕駛資格，培訓，工作時間和酒精檢測都已經確認過是符合要求的，目擊者表示當受害者開始過

馬路並靠近貨車的盲點時燈已經變成綠色時。警方的調查結果顯示司機沒有錯，而且受害者當時是喝

了酒。所以這類死事故亡被分類為不可需要記錄。



关于水泥可持续倡议行动组织 (CSI)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組織(CSI)彙聚了全球24家重要的水泥生產商，覆蓋超過100個國家。成員單位的業

務規模從大型跨國企業至小型的本土水泥生產商不等，全體成員水泥總產量約占全球水泥總產量約三分之

一。各CSI成員在追求理想的業務表現的同時，亦堅決履行對環境和社會的企業責任，故各成員單位均已

將持續發展的理念揉合於商務策略和營運操作中。CSI是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的一個倡議

組織。

www.wbcsdcement.org

www.wbcsdcement.org/safety

关于世界工商可持续理事会 (WBCSD)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是有遠見的公司CEO - 領導的組織，促進全球業務交流並為商業、社會以及環

境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WBCSD將與所有的成員單位一道應用其重視的思想領導和有效的倡議，

產生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並采取共同行動。利用其強大的利益相關方關系作為商業的主導倡導方，理事會有

助於推動議論和政策變化，有利於達成可持續發展的方案。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為其200家會員公司提供了一個論壇，這個論壇代表所有產業部門，在全球所

有大洲合計超過7萬億美元年銷售額的企業分享可持續發展最佳實踐，並開發創新工具改變現狀。理事會

還從60個國家和地區的工商理事會和合作組織中受益，其中大部分組織設在發展中國家。

www.wbcsd.org

声明

本報告由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組織解釋。像其他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的報道，這是一份由秘

書處和成員公司高管協作努力的結果，草案已通過廣泛成員審查，從而確保文檔代表了世界可持續發展工

商理事會成員多數人的觀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成員公司同意。

The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prepared with kind contribution of CSI in China member 
companies) is a convenienc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In case of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document and its Chinese convenience translation,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shall apply and prevail.  Please visit the CSI website (www.wbcsdcement.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此中文版文本是對英文原版的翻譯(鳴謝中國區會員企協助翻譯工作)。如中文譯本與英文原版之間在表達

和理解方面存在分歧，請以英文原版為准。若需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考CSI網站(www.wbcsdcement.org)。

设计: Michael Martin
版权:  © WBCSD, May 2013
ISBN: 2-94024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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