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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化工行业在新时期有着迅猛的发展,同时给化工企业安全生产运营带来严峻的挑战。由于
化工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安全管理尤为重要,任何环节的疏忽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化工企业安
全管理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和优化,将安全管理真正落实到化工企业生产运营的方方面面,使化工企业管
理的每个细节中都能够展现有效的安全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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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methods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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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new era, which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saf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chemical prod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Negligence in any link will cause serious safety accidents. Therefore,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optimized, and the safety
management should be truly implement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so that every detail of chemic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can show the value of effective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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