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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发布批准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精神，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的有关内

容和要求，有效防范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的控制突发

环境事件的扩大和蔓延，保护员工的生命，减少公司财产的损失，降

低对周边环境的破坏程度，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成都焊研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本预案具体阐述了预案

的使用范围、工作原则、应急响应分级，明确了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

预防与预报、应急响应、应急保障等要求。

经公司会议通过，现批准发布《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公司各部门主管负责人及安全环境管理人员应

熟悉本预案内容，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教育，搞好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落实好应急救援物资准备，在公司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能迅速、有

效的控制所发生的事故及其可能引发的各类衍生、次生事故，确保事

故发生后各项应急救援工作能够高效、有序的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

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确保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总经理（签名）：

二〇一九年三月



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第 1 页 共 3 页

编制说明

1.编制背景

为了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及时予以控制，防止事故蔓延，有效地组织抢险

和救助，将事故危害降到最低，同时警戒企业防微杜渐。我公司从厂区内自身安

全生产、保护环境的目标出发，组织编制《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以实现一旦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企业即可按照本应急预案所

提出的程序和操作方法，紧张有序的实施救援，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

2.编制过程概述

编制过程前期，专人收集编制所需资料并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自查了企业风

险源并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企业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生产工

艺、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等；进行了应急物资调查并形成环境应急资源

调查报告，编制过程中有专人跟踪并审核编制内容，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应急

物资情况对预案进行整理修改。

3.评审结果

预案评估专家于 2019年 3月对预案进行了评审，评审通过后，预案评估小

组对应急预案出示了评估意见。评估意见中针对环境风险预警方法及措施提出了

意见，预案编写小组根据评估意见多次与公司交流，经过反复踏勘现场后进一步

完善了预案。评估小组在听取汇报，认真讨论形成具体修改意见。预案编制小组

根据修改意见，对预案进行了认真修改。

4.重点内容说明

该预案按照《四川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修订）》中的预案模

板编制完成的，共由 17章组成，各章的主要内容见预案。在此仅就有关问题进

行说明。

（1）关于事件分级和响应分级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四川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

修订》中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依据基本相同，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四个级别，

适用于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本预案的编制单位为企业，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将响应级别分为Ⅲ级响应和Ⅳ级响应级更加符合实际。突发环境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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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企业应及时将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影响情况上报环保部门，由环保部门

根据事件情况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然后启动相应的政府部门环境应急预案。

企业的响应分级与政府部门的响应分级相互协调、相互支持。

（2）关于预案关系分析

本预案为综合预案。由于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常常导致环境污染，因此安全

生产事故与突发环境事件紧密联系，部分安全生产方面的现场处置方案也是突发

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方案。

（3）关于重大危险源辨识和潜在环境风险分析

在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时，《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依据的是《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与安全评价的依据相同，根据导则，本项目厂区内

所储存的化学品均不构成重大危险源。预案编制小组认真分析了存在的风险物

质、生产设施等，对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潜在环境风险进行了分析。

（4）关于应急组织体系

为方便人员管理、提高应急救援效率，本环境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公司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组织机构设置，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织，事故救援组、疏散

警戒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通讯联络及善后处理组进行具体应急救援工

作。

（5）关于预案更新

2015年 4月 16日，环境保护部发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34号）。本预案对正文中的法规依据进行了更新。

5.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1）周边企业意见及采纳情况

A.加强企业应急合作，遇到风险事故，互通消息，并采取应急救援措施。

B.企业资源相互利用，面对事故采取互帮互助的方式处理事故，尽量减少环

境污染，降低企业成本。

C.周边企业资源相互通报，应急时可立即调用。

采纳情况：以上均为可行的意见，故本预案均采纳，已经融入到了本预案中。

（2）周边群众意见及采纳情况

A.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将环保事故扼杀于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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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遇到事故迅速告知周围群众，组织群众撤离或参与应急处置。

C.经常对周围居民进行相关环境事故宣传，让大家了解企业出现环境事故给

周围环境造成的危害，以便让群众对事故危害有正确的判定，便于出现事故后紧

急撤离。

D.希望企业能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措施，尽量避免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应

有较强的应急处置措施，将事故风险降到最低。

E.积极组织应急演练，最好组织周围群众一起参与，以提高应急演练的效果。

采纳情况：本预案已将告知周围居民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并且也将对周围群

众进行不定期的宣传，让群众了解企业可能发生的事故危害，增加大家的风险防

范意识；并且企业也会加强日常管理，避免事故的发生。

经过反复征求主管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并经不断地修改完善，预案在采纳各

方意见后已趋于成熟。2019年 3月，经由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审

议通过了《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在《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公布和征求意见过

程中，应急预案评估专家及成华区环保局对本应急预案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很好的

建议和意见，公司表示诚挚感谢。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二〇一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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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建立建全公司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公司对涉及周边区域危

机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防范环境风险，控制事态蔓延，

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将事故危害降到最低，同时警戒企业防微杜渐。公司从

企业自身安全生产、保护环境的目标出发，组织编制《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实现一旦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企业即可按照本

应急预案所提出的程序和操作方法，紧张有序的实施救援，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

1.2编制依据
此次《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严

格按照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下达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其他相关政策、

文件进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自 2018年 1月 1日起采用最新版本；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护法》（2016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5）《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劳动化工部）1997年 1月 1日起

实施；

（6）《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 352号令）2002年

5月 12日实施；

（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号，2013年 12月 7

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 12月 1日采用最新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2009年

5月 1日施行；

（10）《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7.16）；

（1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10】23

号）；

（1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

的通知》（环发【2012】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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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督促化工企业切实做好几项安全环保重点工作的紧急通知》（安

监总危化【2006】10号）；

（14）《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15）《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单位版)》（安监管危化字

【2004】43号）；

（16）《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年 5月 1日通过；

（1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12月 29日起实施；

（18）《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2012年 8月 1日起实施；

（19）《成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10月 11日起实施；

（20）《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11月 1日起实施；

（2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 8月 1起实施；

（2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2009年；

（2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5日实施；

（24）《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2014年 4月；

（25）《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26）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编制。

1.3适用范围
适用于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可能发生或者曾经发生的，需要由企业负

责处置或者参与处置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环境污

染事故的应急处置、抢险救灾与生产恢复工作。具体包括：

（1）生产过程因泄漏、火灾、爆炸等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

（2）危险化学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贮存和使用过程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

（3）危险化学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

（4）环境污染物治理设备、设施故障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

（5）其它环境突发事故。

1.4事件分级
按照环境污染事故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分级，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环境事件（Ⅱ级）、

较大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

（1）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界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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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⑤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

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

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⑥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2）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界定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中毒

或重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上 1万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⑤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⑥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10人以下

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的；

⑦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3）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界定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中

毒或重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万人以上 5万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⑤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⑥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

下急性死亡或者 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

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⑦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界定为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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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万人以上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⑤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⑥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

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⑦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1.5工作原则
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处置，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切实提高企业及各级部门应对

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着重贯彻如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环境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

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

高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消除或

减轻环境事件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接受政府环保部门的指导，使

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成为区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应急领导小

组组长统一领导指挥，各单位积极参与和具体负责”的原则，加强企业各部门之

间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特点，

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的专业优势，使采取措施与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危

害范围和社会影响相适应。

（3）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应对突发性

环境污染事故的思想、物资、技术和工作准备，加强培训演习，应急系统做到常

备不懈，可为本企业和周边企业及社会提供服务，做到应急快速有效。

（4）坚持指挥机构单独设立，应急不能职能交叉、分散力量的原则。

（5）坚持按照应急体系设置机构职权，应急指令下达应急部门应在一条线

上，以减少执行时间、增强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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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和内容
1.6.1编制程序
本预案编制严格参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的规定进行，其编制程序见图1-1：

1.6.2编制内容
本预案的编制内容共分为十七章，即：总则、单位基本情况及周边环境、环

境风险源与环境风险评价、组织机构和职责、预防与预警、信息报告与通报、应

急响应与措施、应急监测、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应急终止、后期处置、应急培

训和演练、奖惩、保障措施、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预案的实施和生

效时间、附图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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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基本情况及周边环境状况
2.1单位基本情况
2.1.1企业简介及生产规模
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原成都电焊机研究所的弧焊、专机及销售公

司于 2002年 12月改制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老厂位于建设北路三段，于

2005年 5月在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航天路 18号征地 34759.91m2进行搬迁

建设，同年 12月建成投产。公司现有劳动定员 280人，实行昼间一班 8小时工

作制，年生产天数 260天。

表 2-1 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43628528Q

法定代表人 杨光 应急预案负责人 张长根

法人联系方式 028-84216701 负责人联系方式 13880626033

通讯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航天路 18号

值班电话 84216701-110 传真 84216701-515 邮箱 hykj@swelder.com

建设地点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航天路 18号

经纬度 北纬 N30°41′27.43″ 东经 E104°09′56.52″

占地面积 34759.91m2 绿化面积 2658m2

备案部门 成都市成华区发展计划局 批准文号 成华投资函[2005]2号

建设性质 技改 行业类别 /

总投资(万元) 3780
其中：环保

投资(万元)
48

环保投资占总投

资比例
1.27%

表 2-2 本企业环评及验收情况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环评情况 验收情况

成都焊研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自动成套焊接设备

产业化技改项目

2005年 7月，通过成都市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查会
议，并取得批文（成环建[2005]复字 336号）；
2009年 6月，通过成都市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查会
议，并取得批文（成环建评[2009]355号）

已验收

2.1.2产品方案
项目生产规模和产品方案：年产自动成套焊接设备 500台（套）。

2.1.3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所用设备符合国家有关限期淘汰落后设备目录及节能减排要求，设备中

不存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工艺及设备，主要生产设备详见表 2-4所示。

表 2-3 主要设备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使用部门

1 台钻 3 物资   、事业部

pc
打字机文本

pc
打字机文本

pc
打字机文本

pc
打字机文本

pc
打字机文本

pc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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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数量 使用部门

2 带锯床 5 物资公司

3 卧式镗床 1 生产部

4 卧式升降强力铣床 1 生产部

5 强力台式钻床 1 生产部

6 普通车床 2 生产部

7 水幕过滤系统 1 生产部

8 单柱液压机 1 生产部

9 卧式铣床 1 生产部

10 立式铣床 1 生产部

11 龙门铣磨刨床 1 生产部

12 电动单梁式起重机 11 生产部

13 GS 系列数控火焰切割机 2 生产部

14 切割机 1 物资公司

15 摇臂钻床 2 机加工段

16 数控车床 1 机加工段

2.1.4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见下表。

表 2-4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表

序号 物料名称 单位 消耗量 最大在线量 最大储存量 来源 备注

1 各型冷轧钢材 t 556.5 / / 市场 Fe

2 铝材 t 3.635 / / 市场 Al

3 切削液 t 0.16 0.02 0.18 市场 /

4 各型电器元件 套 500 / / 市场 /

5 实芯焊丝 t 7 / / 大西洋 /

6 底漆 t 2.9 1桶（18kg） 0.5 紫荆花

环氧树脂、环保无毒磷酸锌防

锈颜料、环保无毒填料、石油

级溶剂、助剂等

7 底漆固化剂 t 0.648 1桶（18kg） 0.03 紫荆花
改性聚酰胺环氧固化剂（进

口）、石油级溶剂

8 底漆稀释剂 t 8.33 1桶（18kg） 0.3 紫荆花

二甲苯 0~40%、乙酸乙酯
0~20%、甲基异丁基酮 0~20%、

醋酸丁酯 0~20%等

9 面漆 t 7.489 3桶（54kg） 0.5 紫荆花

羧基丙烯酸树脂 50~75%、颜料
25~35%、S-100溶剂油 0~15%、
二甲苯 5~10%、丙二醇甲醚醋
酸酯 0~10%、乙酸丁酯 0~15%

10 面漆固化剂 t 2.7 2桶（36kg） 0.2 紫荆花
脂肪族聚氨酯树脂 50~80%、醋

酸丁酯 20~50%等
11 面漆稀释剂 t 0.73 1桶（18kg） 0.1 紫荆花 二甲苯 0~60%、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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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料名称 单位 消耗量 最大在线量 最大储存量 来源 备注

0~20%、醋酸丁酯 0~40%等

12 润滑油 t 1.5 / / 市场 矿物油、阴离子型乳化水剂

13 液氧 瓶 192 1 4 市场 /

14 乙炔 瓶 4 2 5 市场 40L/瓶，密度 0.908

15 氩气 瓶 26 4 5 市场 40L/瓶，密度 1.4

16 混合气 瓶 1603 6 25 市场 40L/瓶

17 丙烷 瓶 586 4 12 市场 40L/瓶，密度 0.58

18 氧气 瓶 8 2 5 市场 40L/瓶，密度 1.14

19 水 t 5800 / / 管网 /

20 电 度 50万 / / 电网 /

21 天然气 m3 6000 0.05 / 管网 /

2.1.5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
本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见下表：

2-5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及规模 环境问题

主体工程

下料焊接车间（2400m2）
焊接烟尘、设备运行噪

声、下脚料、废润滑油

加工车间（2400m2）
设备运行噪声、下脚料、

废润滑油

组装车间（7500m2） 设备运行噪声、废润滑油

喷漆室（140m2） 喷漆废气、风机运行噪声

辅助工程
空压机房 噪声

箱式配电站 /

公用工程

供水、排水 废水、噪声

通讯 噪声

道路及停车场 噪声、扬尘

绿化（2658m2） /

自行车棚（1100m2） 噪声

办公及生活设施

办公室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职工食堂和餐厅（900m2）
生活污水、餐饮剩余物、

油烟废气

门卫室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仓储或其它

成品库（297m2） 废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库（1100m2） 废包装材料

外购件房（1100m2） 废包装材料

固体废物分类收集池 下脚料、废包装材料

环保工程
化粪池（30m3） 废水、污泥

隔油池（0.75m3×2座） 废水、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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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及规模 环境问题

活性炭吸附装置 危废、废气

油烟净化器 油烟

2.1.6厂区平面布置
项目出入口分别设置在项目北面，与航天路相连接，项目西侧微华泰路；项

目出入口保证车行畅通无阻，满足项目交通运输、消防及安全卫生要求。

项目呈规则矩形，主要分为生产区和办公生活区，地块东侧布设生产区，场

地西侧布设办公和生活区，项目各功能分区明确、间距合理、工艺流程顺畅，生

产厂房布局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功能分区要求及运输作业要求，厂区总平面布局

合理。项目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2。

2.2生产工艺
2.2.1本项目基本工艺流程及产污位置分析
项目合同签定后，首先进行项目设计和工艺编制，采购部根据设计工艺采购

原材料回厂。采购回来的钢材等原材料先送下料焊接车间进行下料处理和结构件

的组合、焊接工作，再委托外协单位进行退火、喷丸处理，然后在厂内进行底漆

喷漆。处理后的工件正常机械加工处理均委托外协单位完成（约占总量的 80%)，

厂内仅对需少量整改的部件进行机械加工处理（约占总量的 20%）。机加工后的

部件委托外协单位进行表面处理，再返回工厂进行机械装配和电线布线，然后对

表面油漆损伤的部件或根据客户指定的外观颜色要求进行补喷油漆， 最后经用

户验收合格后包装、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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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工艺流程示意图

2.2.2主要污染物及处理措施
根据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设备和原辅材料的分析，确定本项目在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因素如下：

1、废气

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包括喷漆废气、丙烷+氧气燃烧废气、焊接烟气、

食堂油烟。

喷漆废气：喷漆室安装风机将喷漆时产生的废气抽出至喷漆室东侧，经活性

炭吸附装置净化吸附后通过离地 15m高排气筒直接排入大气。

丙烷+氧气燃烧废气：项目钢材切割过程中丙烷+氧气燃烧废气主要是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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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和水蒸气，经车间通排风系统排出室外。

焊接烟气：焊接工位周围设置高度约 2m隔板，在焊接工位靠近车间外一侧

底部设置抽风换气扇，将焊接时产生的烟气抽出车间外排放。

食堂油烟

食堂油烟由集气罩收集，经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于屋顶专用烟道排放。

2、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产车间地面采取干法清洁。生活污水包括职工办公、

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经化粪池处

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潭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最终排入马鞍山排洪渠。

3、噪声：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来自各生产设备运行噪声等，声源强度

75～90dB(A)，通过合理布局、选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基

础减震、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禁止野蛮生产、加强生产管理等有效降噪措施。

4、固废：包含一般废物和危险废物。

（一）危险废物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活性炭，油漆、润滑油等废包装材料，废润

滑油，含油废棉纱，漆渣。油漆、润滑油等废包装材料暂存危废暂存间后由四川

西部聚鑫化工包装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含油废棉纱暂存危

废暂存间后送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漆渣暂存危废暂存间，后

期送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二）一般废物

项目一般废物包括废下脚料、一般性废包装材料、餐厨垃圾、化粪池污泥、

生活垃圾。废下脚料和一般性废包装材料外售废品回收站；餐厨垃圾送有处理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化粪池污泥及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表 2-6 主要污染物及处理措施表

种类 污染物 主要产污环节 污染因子 处置方式

废气

喷漆废气 喷漆
苯、甲苯、

二甲苯
活性炭吸附装置+排气筒

丙烷+氧气燃烧
废气

钢材切割
二氧化碳、

水
经车间通排风系统排出室外

焊接烟气 焊接 颗粒物
焊接工位周围设置高度约 2m隔板，在焊接工
位靠近车间外一侧底部设置抽风换气扇

食堂油烟 食堂 油烟 集气罩+油烟净化器

废水 生活废水 办公生活、食堂
SS、COD、
动植物油

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

起经化粪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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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污染物 主要产污环节 污染因子 处置方式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 办公生活

一般固废

生活垃圾桶收集，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化粪池污泥 化粪池 定期委托市政环卫部门清掏处理

餐厨垃圾 食堂、隔油池

餐饮废物使用加盖塑料桶进行收集，收集后由

专人每日清运项目业主方必须与有资质单位

签订潲水移交协议及废油脂收购协议

含油废棉纱 设备维护

危险废物
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分类收集、暂存。定期

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废润滑油 设备维护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油漆、废润滑油

等废包装材料
喷漆、设备维护 危险废物

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分类收集、暂存。定期

交由四川西部聚鑫化工包装有限公司进行处

理

漆渣 喷漆 危险废物
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分类收集、暂存。定期

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废下脚料 机加工

一般固废 外售废品回收公司回收再利用一般性废包装

材料
生产过程中

噪声
磨床、钻床、车床、空压机、泵等

设备噪声
噪声

选用先进设备、距离衰减、消声器、减振、隔

声，加强管理等

2.3自然条件
2.3.1地理位置
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中国的特大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西南

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位于四川省中部，东北与德阳市、

东南与资阳市毗邻，南面与眉山市相连，西南与雅安市、西北与阿坝藏族自治州

接壤。地理位置为东经 102度 54分～104度 53分，北纬 30度 05分～31度 26

分，在平面直角坐标上，全市东西最大横距 192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66公里，

总面积 12390平方公里。本项目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内，

交通较为便利。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2.3.2地形、地貌
成华区地处成都市东北部，幅员面积 110.6km2，位于东经 103°53′~104°

03′，北纬 30°33′~30°41′。区内地域平坦，仅东北部偏高，属浅丘地带。

成华区的地貌特征总体属于平原型。成华区境内东北部有斧头山、磨盘山等浅山

多座，区域东部浅丘海拔低于 300m，近年来城市建设进度加快，相对高度减低，

山峦基本特征正逐步消失。位于青龙乡石岭村的磨盘山海拔 594m，属龙泉山脉

延伸地域，是成华区及成都市城区的海拔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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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水系及河流分布
成都水资源丰富，年均水资源总量为 304.72亿立方米。境内河网稠密，西

南部为由岷江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过境水 184.17亿立方米／年。全市有

大小河流 40余条，水域面积 700多平方公里；水利电力资源丰富，全市用于农

田灌溉的蓄引提水量近 3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53.33万公顷。据对水资源

的普查，成都地区拥有水利资源 161.5万千瓦，其中可供开发量 65.3万千瓦。成

都平原地下水资源丰富，据地质矿产部历时 3年的勘察，在 8000多平方公里面

积下，地下水贮量 66.9亿立方米／年，可开采量为 31.4亿立方米／年，分布在

离地表 20米以上的地层中，水层厚度 10米～20米，水质多为重碳酸钙型，颇

为优良，具有自然净化能力，若当年开采当年即可自然补足。

成华区属都江堪自流灌溉区，区内 3条河流都源于山民江：府河沿成华区南

部地域奔流，绕区境流域长 3.8km；沙河纵贯区内长达 15km；东风渠绕成华区 4

个乡，主支渠约 20km。

全区地下水的天然储量为 4140.2万 m3，地下水天然补给总量为 7943.8万

m3/a。

马鞍山排洪渠系毗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成都市北部磨盘山东麓， 四川成都

熊猫基地东南侧。马鞍山排洪渠干流自西向东接纳两条主要支沟以及同乐排洪渠

后，转而向南穿过成渝铁路、双龙路，向东南穿过龙潭工业区，在龙潭工业区 A

线东端出工业区，接纳马家堪后继续曲折向东汇入西江河。马鞍山排洪渠其功能

主要为排洪。

2.3.4气象特征及气象条件
成华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空气温暖湿润，季节分明。区域内多南风或

北风，少有东西风。风力多为 1~3级，偶见 4级以上大风。年平均温度约 16.4℃；

年无霜期大于 337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 900～

1300毫米，其特点为春旱少雨，夏热多暴雨，秋季温差变化大、且多连绵雨。

年平均日照时数约 1042小时，年日照率为 28%。

2.3.5生物资源
成都土壤肥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丰富。在全市土壤中，以灰色及灰棕色

潮土为主的平原冲积土占 50%左右，低山及丘陵紫色土占 20%。灰色及灰棕色

潮土、紫色土中的矿物质基本上覆盖辖区内整个平原，且养分丰富，水热协调，

肥力较高。农作物的品种较全，水稻、小麦、油菜籽、蔬菜、水果等种植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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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较高。家禽、家畜的饲养普遍，品种亦较全，其中尤以猪、蜂在全国著称。

成都中药材品种多，经济价值高，已查明中草药 860种，利用野生和家种药材

672种，其中川芎、川郁金、乌梅等因其品质优良而驰名中外。都江堰市、崇州

市、大邑县不仅有天麻、贝母、川芎、虫草、杜仲，还有世界珍稀动物大熊猫、

小熊猫、金丝猴；大邑县、蒲江县和都江堪市、彭州市、邛崃市等地森林资源也

很丰富，杉树、桦树、松树、植树、油桐树、油茶树较多。

成华区土质肥沃，区内水资源充足、气候温和，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生物

资源十分丰富，生物种类多样。种植业和饲养业以农畜牧为主，达 1100余种。

其中栽培植物上千种，饲养动物百余种。成华区是成都市蔬菜、肉、蛋、奶、鱼、

禽等鲜活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项目区域内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无特殊保护的野生珍稀动植物。

2.3.6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简介
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位于成华区龙潭乡场镇南，三环路外侧，是成都市

三环沿线规划最大的都市型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11000亩，近期规划占地 5800

亩。规划条件主要为规划一类工业用地，部分为规划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 1.2。

项目内容为打造成都市区东部最大的“IT园”和西部一流的工业园。分设电子

信息产业园区、软件开发园、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成都电子信息市场、电子科

技孵化楼等功能片区。配套接入三环路城市管网。主要引导低能耗、低排放、低

污染、高产出的都市型工业企业入驻，主导产业为电子元器件加工、食品饮料及

生物科技开发等。

2.4项目周边环境调查
本项目位于龙潭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航天路 18号。项目西侧厂界临华泰路，

北侧厂界临航天炉。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周边均为工业企业。目前，本项目东侧紧邻成都三方电

气有限公司，西南侧与汇力达焊接设备有限公司隔墙，南侧为前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西侧隔华泰路线为成都微精电机股份公司，西北侧与成都光明乳业有限公

司相距约 60m，北侧隔航天路为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外环境关系较为简

单。本项目所在地周围 5km范围内无风景名胜、旅游景区、军事管理区、水厂

以及水源保护区等，外环境无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2.5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敏感点
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及外环境关系，本项目主要保护目标及 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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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环境风险受体见表 2-7。

表 2-7 项目 5km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保护对象 方位 距离 规模 环境要素及保护级别

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东侧 600m 约 5000人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2 成都成华龙港医院 北侧 750m 约 200人

3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东侧 600m 约 5000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4 成都成华龙港医院 北侧 750m 约 200人

5 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 北侧 1850m 约 300人

6 北湖印象小区 北侧 2700m 约 10000人

7 北湖国际城 西北 2150m 约 4000人

8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1500m 约 30000人

9 平安家园 南侧 2350m 约 1500人

10 现代新居小区 南侧 2850m 约 1500人

11 成都市龙泉驿区友谊小学校 南侧 3200m 约 700人

12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中学校 东南 4100m 约 2000人

13 成都大学 东南 4500m 约 20000人

14 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西北 1750m 约 4000人

1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校区（东区） 东北 2650m 约 10000人

16 蓝光乐彩城 西侧 2300m 约 2000人

17 泰博.理想城 西侧 2900m 约 2000人

18 恒大锦城 北侧 2400m 约 2000人

19 五六四医院 南侧 4000m 约 200人

20 成都长江医院 东南 4300m 约 400人

21 东方惠城校区 西南 3650m 约 1500人

22 长融.一代天骄小区 西南 4300m 约 1500人

23 成华区检察院反贪局 西南 4800m 约 50人

24 成都建设路小学 西南 4000m 约 800人

37 跳蹬河社区 西南 4400m 约 10000人

38 成都市桂林小学 东北 3100m 约 800人

39 成华区文化和旅游局 北侧 3600m 约 30人

40 清水河 项目西、南侧，南侧（最近）1200m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类标准41 东风渠 项目西侧，西北侧（最近）1250m

42 地下水 项目所在区域下伏含水层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02）III类

3环境风险源情况分析
3.1环境风险源基本情况
3.1.1环境风险基本情况调查
依据环境因素识别评价准则，对公司生产设备和工艺进行分析，主要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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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方面进行了风险基本情况调查：

（1）对公司使用的原辅料的使用量、贮存量、性质进行统计分析；

（2）对企业设备进行调查分析；

（3）对废气治理设施进行调查分析；

（4）对废水治理设施进行调查分析；

（5）对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1.2环境风险源识别与评价
依据环境因素识别评价准则，结合企业自身经验及同类生产装置的类比调

查，列出了生产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源、风险源发生原因及存在部位，具体分析见

表 3-1。

表 3-1 主要环境风险判定表

序号
风险事故

类型
事故原因 易发场所 事故影响范围及程度

1
危废、化学

品泄漏

储存设施及管道破裂、不

正当操作、设备故障、火

灾爆炸事故、管理不当、

自然灾害、运输故障

储存场所、加料场

所、管道设备、物料

输送设备、压缩机、

危废间等场所

污染范围较大，可控制在储存区以及

车间内的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甚至地

下水环境，发生频率低

2 火灾爆炸

电气火灾；易燃可燃物质

遇明火、设备超压、操作

失误、维修不当

生产装置、设备管

道、阀门、有机物料

贮存装置、食堂以及

生产办公场所

污染影响大但发生频率较低，影响厂

区内外的大气环境以及地表水环境；

3
废气净化

系统故障

超负荷运行；操作管理不

当
处理系统

污染影响大，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影

响厂区内外的大气环境；

4
废水收集

系统故障
防渗不达标；不正常运行水池裂缝；处理系统

污染影响相对较大，影响厂区内外以

及无水处理厂；废水沿裂缝污染土

壤、地下水，运输途中抛洒污染环境

5
暴雨、高

温、严寒、

地震

自然灾害
存储；环保设施、生

产装置

厂区；污染处理设施故障，危化品及

危废品泄漏

3.2重大环境风险源识别
（1）定义

根据国家标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的定义，

长期或临时地生产、加工、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

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2）辨识方法

根据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的第一种情况：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单一品

种，则该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即为单元内危险化学品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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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第二种情况：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多种时，

则按下式计算，

q1/Q1+q2/Q2+……+qn/Qn≥1

式中：q1、q2——每种危险品实际存在量，单位为 t。

Q1、Q2——每种危险品临界存在量，单位为 t。

（3）重大风险源

根据《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版）》（2015年 2月 27日发布），公司涉及

的危险化学品储根据项目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以及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可知，

项目涉及的风险物质主要为：四氢呋喃、冰乙酸、乙酸乙酯、乙醇、丙酮、乙酸

酐、三乙胺、N，N-二甲基甲酰胺、甲醇、叔丁基氯化镁、异丙醇、正庚烷、乙

酸异丙酯、三氟乙酸异丙酯、乙腈、环丙基甲醇、正丙醇、异丙氧基乙醇、环氧

氯丙烷等，在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环境风险。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辨识》（GB18218-2009）的规定，我公司涉及到的突发环境风险物质数量、

临界量及其比值如下表。

表 3-2 本公司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临界量及其比值（Q）

序号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最大

存在量（t）
环境风险物质成

分及比例
CAS号

环境风险物质最

大存在量 w（t）
临界量

W（t）
Qi

1 底漆 0.518 石油级溶剂 / 0.518 2500 0.0002072

2 底漆固化剂 0.048 石油级溶剂 / 0.048 2500 0.0000192

3 底漆稀释剂 0.318
二甲苯 0~40% 1330-20-7 0.1272 10 0.01271

乙酸乙酯 0~20% 141-78-6 0.0636 10 0.00636

4 面漆 0.554
溶剂油 0~15% / 0.0831 2500 0.00003324

二甲苯 5~10% 1330-20-7 0.0554 10 0.00554

5 面漆稀释剂 0.118
二甲苯 0~60% 1330-20-7 0.0708 10 0.00708

乙酸乙酯 0~20% 141-78-6 0.0236 10 0.00236

6 天然气 0.05 甲烷 74-82-8 0.05t 10 0.005

7 乙炔 0.25424 乙炔 74-86-2 0.25424 10 0.025424

8 丙烷 0.3712 丙烷 74-98-6 0.3712 10 0.03712

9 润滑油 1.5 矿物油类 / 1.5 2500 0.0006

合计（Q=w1/W1+w2/W2+.........） 0.10245364

由以上数据可知，Q=∑qi/Qi＜1的情况，因此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3.3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根据项目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以及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可知，该项目涉及

的风险物质不构成重大危险源，且项目不涉及自然风景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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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动植物保护区，无珍稀动植物等环境敏感区，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评价工作级别划分原则，具体见表 3-3。

表 3-3 评价工作级别（一、二级）

项目 剧毒危险性物质 一般毒性危险物质 可燃、易燃危险性物质 爆炸危险性物质

重大危险源 一 二 一 一

非重大危险源 二 二 二 二

环境敏感地区 一 一 一 一

因此，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级别确定为二级。

3.4环境危险源的基本情况
3.4.1泄漏事故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项目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原辅料大多具有有毒有害性，若因危化品运输、使

用、储存过程中管理不善，储存罐体（袋体）破裂从而发生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

物洒落、泄漏，无序流失，污染周边环境、土壤、地下水、若其地面出现裂缝，

泄漏物将渗透至土壤，影响土壤环境，甚至可能影响地下水。部分原辅料可挥发，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如遇明火或电火花将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项目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部分原辅料（油漆、稀释剂、固化剂等）具有有毒

有害性，若因危化品运输、使用、储存过程中管理不善，储存罐体（袋体）破裂

从而发生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洒落、泄漏，无序流失，污染周边环境、土壤、

地下水，若其地面出现裂缝，泄漏物将渗透至土壤，影响土壤环境，甚至可能影

响地下水。部分原辅料（乙炔、丙烷等）、生产废气可挥发，与空气混合形成爆

炸性气体，如遇明火或电火花将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扩散出厂界，物料泄漏物及反应生成物，

从雨水排口、污水排口、厂门或围墙排出厂界，污染环境等。部分化学品泄漏可

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人与物料泄漏物接触，

将对其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严重时可致死。

污水处理系统防渗措施不达标使其水池管道有裂缝，废水将渗透至土壤，影

响土壤环境，甚至可能影响地下水；废气处理系统管道破碎或阀门失效造成其泄

漏将使废气超标排放，影响周边环境空气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天然气管网破损或阀门失效将造成其泄漏，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遇

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事故，浓度过高时，可造成人窒息死亡。

3.4.2火灾爆炸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火灾爆炸事故主要源于日常电气设备事故，原辅料遇明火发生火灾爆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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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挥发性气体可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如泄漏遇明火高热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不仅可能造成人身伤亡和设备损坏外，还可能造成大规模、长时间停电，并

且可能造成化学品泄漏、次生水污染事故，对周边大气环境也会造成影响。

火灾爆炸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可能对事故源下风向 1800m范围内的大气环境

及人群产生影响。火灾爆炸事故将伴生化学品以及危险废物泄漏、次生水污染事

故。事故发生时主要产生的消防废水可能从雨污排口、厂门或围墙排出厂界，污

染周边环境。产生的消防废水导流到污水管网，此时仅对厂区环境造成影响，若

消防废水及含危废水产生量过大，收集导流不及时时，消防废水将溢流到周边环

境，造成环境污染或地表水环境污染，影响外环境。

如果采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或沙土灭火，不产生消防废水，灭火

后的沙土按危险废物处置。

3.4.3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失灵或非正常操作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公司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失灵或非正常操作时，将会造成污染物的不正常排

放，将影响周边大气环境，对地表水产生影响，液态污染物渗漏至土壤，影响土

壤环境甚至地下水环境。

3.4.4非正常工况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非正常工况发生时，主要会引起废水废气的超标排放，其影响是暂时的，可

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发生期间，还是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对污水处理系统

造成负荷。

3.4.5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公司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经过有效处理后排放，在废气处理设施失效、不正

常运行或不运行情况下，其废气得不到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均会导致废气排放浓

度大大增加，对环境空气造成污染，危害周边人体健康；有机废气无法及时排出

车间，造成车间内有机废气浓度增大，影响车间空气环境，对工作员工健康造成

影响。

污水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的环境危险：主要是污水处理系统失效、不正常

运行或不运行情况下，导致废水得不到处理从而引起超标排放；增加污水处理厂

负荷；处理水池及管道渗漏、堵塞也会引起污水超标排放的环境风险，污染地表

水、土壤或地下水。

3.4.6运输风险事故
当发生运输交通事故时，将对发生事故地点的环境造成影响。交通事故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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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所处的环境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危险程度也不一样。危化品及危险废物散

落到水体、土壤中的环境影响大于散落在路面的影响。

3.4.7自然灾害引发的环境风险性分析
（1）暴雨

若发生特大暴雨时，排水不畅可能引发内涝，可能淹没厂区各处，特别是喷

漆间、危化品库、危废暂存间，造成危化品泄漏，含污废水直接进入周边环境，

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影响周围人的健康。东风渠、清水河离项目地较近，含污

废水沿地势进入地表水，对地表水造成影响。

（2）高温、严寒、地震

可能导致生产设备不正常运行或者直接故障，引起污染物的不正常排放，对

大气环境造成影响，对周边人群的健康造成影响，对污水处理站以及污水处理厂

的处理造成较大的负荷。

可能导致环保设备设施突发故障，引起环保设施运转不正常，从而使污染物

超标排放，有害物质的泄漏，污染厂区及周边环境，对周边人群的健康造成影响。

导致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出现裂缝，造成其泄漏，污染厂区及周边环境，危

害工作人员健康。

3.5企业潜在的危险事故和分级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参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中规定的事件分

级，针对可能产生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序、影响范围、内

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可以调动的应急资源，为方便管理、明确职责，将单位突

发环境事件从重到轻依次分为较大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车间

级）。

（1）三级预警

1）厂区明火管理不当或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遇明火等原因引发火灾

或爆炸，其影响范围已经扩散周边环境；

2）收集、贮存、使用过程中，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其影响范围已

经扩散至厂区外；

3）污染处理设施严重故障，污染物已经扩散至厂区外；

4）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5）高温、严寒、裂度 8级以上强烈地震等自然灾害。

（2）四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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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区明火管理不当发生电气火灾爆炸事故或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

引发火灾或爆炸，已经影响到车间环境，且其影响范围即将扩散至全厂范围内；

2）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污染物已经或即将扩大至厂区内；

3）污染处理设施严重故障，污染物已经或即将扩散至厂区内；

4）发生烈度较低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生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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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机构和职责
4.1组织体系

依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的级别，设置公司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编制事故救援组、疏散警戒组、医疗救护组、后勤

保障组、通讯联络及善后处理组五个行动小组，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4-1 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结构图

4.2指挥机构组成及职责
公司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由总经理担任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指挥长，车间主任及厂内员工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发生突发重大事件

时，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为基础，负责全公司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

4.2.1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本公司的环境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主要由公司管理人员及工作员工组成。发生

重大事故时，以公司环境应急指挥中心为基础，即总经理任指挥长，生产总监任

副指挥长，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

4.2.2应急办公室
应急办公室为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环境应急工作日常办事机构，是整个环

境应急救援系统的中心，设在 EHS部，负责人为 EHS部经理。

4.2.3现场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主要由公司各部门总监、经理等管理人员组成，也可由公司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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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应急专家组
公司环境应急专家组由成都市环保局和成都市环保局监测站环境应急管理

人员和技术人员、同行业技术人员、公司内部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组长由

现场应急指挥长指派。

4.2.5各应急救援组
公司各单位结合平时工作性质和职责，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公司应急

指挥部指令成立事故救援组、疏散警戒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通讯联络

及善后处理组。

4.3指挥机构职责
4.3.1应急指救援领导小组
本公司的环境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主要由公司管理人员及工作员工组成。发生

重大事故时，以公司环境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为基础，即总经理任指挥长，副总经

理副指挥长，安环部长任现场指挥长，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环境应

急领导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

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和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2）组织制定、签发、修改、更新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专项环境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有计划地组织应急救援

培训和演习；

（3）审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费用，统一协调公司内部应急资源和

依据协议协调社会救援力量；

（4）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5）下达预警和预警解除指令、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下达应急

预案启动和终止指令；

（6）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抢险方案，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应急

救援队伍开展事故应急救援行动、善后处理，生产恢复；

（7）负责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如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公安消防、安

监、环保、质检、卫监）报告发生的事故；

（8）及时通报周边住户，告知灾情程度、风向等事故情况，负责向有关单

位发出支援请求或配合政府应急工作；

（9）负责配合或协调上级主管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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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10）负责保护事件现场及收集、整理应急处置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审定并

签发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报告；

（11）指定新闻发言人，审定新闻发布材料；审查应急工作的考核结果。

指挥长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及公司有关事故应急救援与处理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

（2）接受地方政府及公司上一级应急处理指挥部的领导；

（3）负责组织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和实施应急演练；

（4）第一时间接警，分析紧急状态和确定相应报警级别，发布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预案启动命令，同时向人民政府、环保局、环境监察执法支队、安监局、

卫生局等相关部门报告；

（5）在事件发生时，指挥、协调污染事故抢险及应急处理工作，包括决定

是否需要请求外部救援力量；

（6）当紧急情况解除后，发出解除警报的信息；

（7）汇总、通报事故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向上级机构报告；

（8）组织事故调查，评估事故损失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副指挥长职责：

（1）协助指挥长或根据指挥长授权，担任应急指挥中心指挥或负责具体指

挥、调度各职能部门参加公司的应急救援行动；

（2）协调、组织应急救援行动所需人员、队伍和物资、设备的调运等工作；

（3）根据事故性质和等级组织制订应急救援方案，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4）指挥长不在时代行指挥长职责；

（5）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处置工作，统筹配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队伍、装备和物资，共享区域应急资源，提高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

平。

应急办公室职责

（1）实行 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2）在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开展应急预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3）组织编写、修订本预案。

（4）接警与信息传递。作为应急指挥中心常设机构，负责接警及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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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收集和内部信息传递，分析判断各类事故引发环境污染危害的可能性和

严重性，以便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作出决策，是否启动公司环境应急预案，应急响

应级别。

（5）信息的上报工作。

（6）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7）负责现场及相关数据搜集保存。

（8）跟踪了解突发环境事件及处置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

请示并落实指令。

（9）负责组织新闻发布和上报材料的起草工作。

现场应急指挥部职责：

（1）按照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指令，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

（2）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抢

险方案。

（3）负责整合调配现场应急资源。

（4）必要时，提出现场增援、人员疏散、向政府求援等建议并报应急指挥

中心。

（5）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6）当地方环保、消防、医疗救护等其他应急救援机构到达后，可作为现

场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当联合指挥部成员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由

负责该问题的联合指挥成员代表作出最后决策。上级部门领导到达现场成立现场

指挥部时，主动移交指挥权，并做好信息、物资等支持。

应急专家组职责

专家组专家根据公司基础资料和事故实际情况，迅速对事件信息进行分析、

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建议，供应急指挥中心决策参考。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和

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作

出科学预测，为环境应急领导机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参与污染程度、

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

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指导各应急分队进行应急处理与处置；指导环境

应急工作的评价，进行事件的中长期环境影响评估。

4.3.2应急救援队伍职责
事故救援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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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将事故相关信息及时报告事故应急救援领

导小组，为事故的应急救援提供初始依据；

（2）根据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令，按应急预案要求，实施降负荷、停产方

案等的调度；

（3）制定可行有效的抢险抢修及避免事故扩大的临时应急方案和措施；组

织开展救护，制定现场抢救方案，组织救援受困人员；

（4）负责事故现场的设备故障判断，做好抢险、抢修队伍的组织准备工作；

（5）负责组织检维修人员进行设备抢修、抢险；

（6）负责组织人员对泄漏现场的清理、泄漏物的处理；

（7）绘制事故现场平面图，标明重点部位，向外部救援力量提供准确的抢

险救援信息资料；协助外部救援力量完成救援工作。

疏散警戒组职责：

（1）负责厂区四周警戒、大门交通和人员管制；

（2）负责划定管制区，实施人员进出管制，以保护未着防护装备人员安全，

并确保紧急救援小组人员安全，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并引导外援单位进入灾区；

（3）配合消防部门负责事故现场治安维护、人员疏散工作，保护事故现场，

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4）负责疏散警戒区内非救援人员到指定的安全区域；负责警戒区内的物

资转移工作；

（5）负责巡逻检查，加强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禁区。

医疗救护组职责：

（1）负责组织职工急救知识培训，熟悉公司危险化学品对人体危害的特性，

掌握相应的医疗急救措施；

（2）负责储备足量的急救器材和药品，并能随时取用；

（3）负责安排受伤人员的入院治疗、护送转院工作。减少人员伤亡；

（4）当厂区急救力量无法满足需要时，负责组织现场救护与医疗单位联系，

协调后勤保障组迅速转移伤者，并协助医疗机构救援。

后勤保障组职责：

（1）保证为事故救援配备设备、器材、通信系统，提供经费支持和事故善

后处理所需资金及时到位；

（2）负责抢险人员的后勤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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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指挥、协调设备及抢修工具的供应，负责指挥、协调受伤人员的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4）负责现场应急车辆的调度工作；

开展对受损设备、设施、建（构）筑物的调查、统计，评估确定其损失程度，

提出修复方案，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决策提供依据。

通讯联络及善后处理组职责：

（1）负责内外联络，建立与人民政府、环保局、环境监察执法支队、安监

局、卫生局、消防部门、周边农户等部门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

（2）负责核实事故受伤害人员信息，了解掌握其家庭情况并通知其亲属，

做好受伤人员的赔付及安抚工作；

（3）安排受伤害者亲属善后处理期的生活和其他事宜，负责洽谈抚恤条件；

（4）负责环境事件影响赔付的工作；

（5）完成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赋予的其它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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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防与预警
5.1预防措施
5.1.1环境风险源控制
公司对环境风险源的监控采用人工监控和技术监控方法：车间安排人员对重

点风险源进行监控。

控制措施：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严格风险

物质的分类鉴别，杜绝其混合引发环境事故；公司制作安全出口路线图、应急疏

散点位图、公司平面图，制定紧急事件疏散预案；对消防器材和设施进行检查并

作好相关记录确保设施、器材有效，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堆放物料时不得妨碍消

防器具的使用，亦不得阻碍交通或出入口；灭火器应分别悬挂或放置于方便的明

显位置，或以指示标明其位置；维修部门应对粉尘、有机废气、废水处理装置进

行定期点检，保证其能正常使用，控制排放。

5.1.2预防措施
主要预防措施如下：

（1）在作业过程中严禁违章操作，管理人员和公司领导不定期现场巡查。

生产部/车间负责人每天进行检查，原辅料储存区、危废暂存间等重点部位每天

检查一次，记录检查情况。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设备、特殊场所或特殊操作工序，

除综合性检查外，由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业技术入员、管理入员、操

作职工或委托有资格的相关专业技术检查评价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2）消防防火安全检查，由后勤保障组负责组织进行，确保现场消防设施、

设备、应急物资完好、可用，保障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等畅通；

（3）电气专项检查、防雷专项检查，由安全防护组负责组织进行，确保公

司电气、防雷设施完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

（4）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由后勤保障组组织进行，确保特种设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

（5）相关方安全检查，由后勤保障组组织，对公司内的相关方进行检查，

确保相关方的管理、作业符合公司要求。

（6）操作人员、运输人员持证上岗，加强教育，杜绝生产、交通事故，确

保生产、运输安全。

（7）公司制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危险品储运方案等方

面的文件和规定，并严格按要求执行。按设计规范要求配备消防、环保、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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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设备和设施，并加强维护保养，确保设备设施的完好。

5.1.3公司现有环境应急能力评估
公司建有应急救援体系、机构及应急救援小组，备有应急救援物资，具备处

理处置公司内一般火险、火灾、设备故障，生产事故等应急救援的能力。另外，

公司建设有消火栓、灭火系统，公司进一步完善日常环境监测能力，并与第三方

监测机构签订委托监测合同，委托其进行年度环境监测及一般事故下的应急监

测，完善应急设施设备、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5.2预警
5.2.1预警的条件
若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证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同专家讨论后确定环境污染事件的预警级别后，提出启动相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警的建议，然后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长确定预警等级，

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5.2.2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公司环境风险源点主要为喷漆间、危化品库、气瓶库、废气处理装置、危废

储存设施等。公司主要采取中控、巡检和检测方式，对环境风险隐患进行排查。

5.2.3预警的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环境事件（Ⅱ级）、较

大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依照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确

定相应的预警级别。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采用一级预警、重大环境事件（Ⅱ级）突发

环境事件采用二级预警、较大环境（Ⅲ级）突发环境事件采用三级预警、一般环

境事件（Ⅳ级）采用四级预警。预警级别由低到高，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

色、红色。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颜色可以升级、降级或

解除。根据项目生产规模，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为较大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

环境事件（Ⅳ级）四级，因此预警采用三级预警和四级预警。

（1）三级预警

1）厂区明火管理不当或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遇明火等原因引发火灾

或爆炸，其影响范围已经扩散周边环境；

2）收集、贮存、使用过程中，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其影响范围已



成都焊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第 30 页 共 67 页

经扩散至厂区外；

3）污染处理设施严重故障，污染物已经扩散至厂区外；

4）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5）高温、严寒、裂度 8级以上强烈地震等自然灾害。

（2）四级预警

1）厂区明火管理不当发生电气火灾爆炸事故或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

引发火灾或爆炸，已经影响到车间环境，且其影响范围即将扩散至全厂范围内；

2）原辅料及危险废物发生泄漏，污染物已经或即将扩大至厂区内；

3）污染处理设施严重故障，污染物已经或即将扩散至厂区内；

4）发生烈度较低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生产造成影响

5.2.4预警的方法
在确认进入预警状态后，根据预警相应级别按照相关程序可采取以下行动：

（1）立即启动相应事件的应急预案。

（2）按环境污染事故发布预警的等级，向附近居民发布预警等级。

（3）根据预警级别准备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

妥善安置。

（4）指令各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开展应急救援，随时掌握并报告

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有关场所，中止

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三级预警：现场人员报告车间负责人，车间负责人核实情况后立即报告公司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依据现场情况立即通知政府相关机构

协助应急救援。若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应当及时向成都市政府部门报告，由

成都市领导决定后发布预警等级。

四级预警：现场人员立即向车间负责人报告，车间负责人视现场情况组织现

场处置，落实巡查、监控措施；如隐患未消除，由车间负责人上报事故情况（遇

非工作日时，通知值班人员，并及时报告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长和有关人员），

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宣布启动预案，通知相关应急部门、人员作好应急准备。

并依据现场情况立即通知政府相关机构做好协助应急救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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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预警解除
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

岗位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并向附近可能受到危

害的毗邻或相关工序通报。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当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

隐患排除后可以予以解除。

预警的解除条件：

（1）当环境突发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故产生条件已经消除；火情已得到

彻底控制，无进一步燃爆的可能；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故可能引起

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6）符合预警解除条件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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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预警的启动与衔接

5.3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5.3.1有效报警装置
（1）报警装置

公司内突发环境事件报警方式采用外部电话（包括手机、固定电话等）路线

进行报警，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根据事态情况通过外部电话（包括手机）向公司

内部发布事故消息，做出紧急疏散和撤离等指令。需要向社会和周边发布报警时，

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人员向政府以及周边单位发送报警消息。事态严重紧急时，

通过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直接联系政府，通知周边农户，提出要求组织撤离疏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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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请求援助，随时保持电话联系。

（2）报警方式

固定电话、手机。

5.3.2有效的内部、外部通讯联络手段
公司应急救援人员之间采用外部电话（包括手机）线路进行联系，应急救援

小组的电话必须 24h开机，禁止随意更换电话号码的行为。特殊情况下，电话号

码发生变更，必须在变更之日起 48h内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成员必须在 24h内向各成员和部门发布变更通知。

（1）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表 5-1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应急组织 姓名 职务 电话

应急指挥中心
指挥长 杨光 总经理 84216701

副指挥长 陈涛 分管副总 84216701-206

应急办公室 主任 岳建雄 分管副总 18980509381

现场应急指挥部

组长 张富强 部长 18215526850

组员
隆有树 部长 13688032711

李辅琴 部长 13076042908

事故救

援组

设备抢修小组
组长 郭风 副部长 18696551019

组员 李军 维修电工 15982172776

义务消防小组
组长 庄严 部长 13550061949

组员 倪宏民 现场主管 13980495352

疏散警戒组
组长 帅业 部长 13808186857

组员 黄伟 现场主管 13550178491

医疗救护组
组长 傅雄飞 管理者代表 13880876639

组员 游小琴 副部长 13693439803

后勤保障组
组长 张富强 部长 18215526850

组员 岳三文 后勤 13684071618

通讯联

络及善

后处理

组

环境监测小组
组长 杨晓玲 部长 13658075140

组员 刘昭成 工艺 1380213670

外部协调小组
组长 李颉 法务 13881720504

组员 陈沁茹 宣传 15208215699

（2）外部应急救援有关单位联系

表 5-2 外部应急救援有关单位联系电话表

单位 电话

成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028-84336316

成华区政务服务中心 028-8439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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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电话

成华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028-86633706

成华区环境保护局 028-84315178

成华区公安消防大队 119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 028-86406409

龙潭寺派出所 028-84203936

成都市水务局 028-61882800

国网电网客服电话 95598

成都市成华区交通局 028-84384072

成华区卫生局 028-84311119

成都市气象局 028-87015830

成都市成华区安监局 028-84369511

成华区交警大队 028-83245050

成华区医疗保险管理局 028-84351061

龙港医院 028-84277899

成都理工大学医院 028-84078837

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 028-84202060

危险化学品咨询 010-83549751/83549750

国家医疗中心 010-63131122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 0532-83889090/83889191

成都微精电机股份公司 028-84216582

龙潭寺工业集中发展区管委会 18981796165（赵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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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息报告与通报
6.1内部报告
事故报警：发现事故者，应立即向车间负责人报告，车间负责人向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报告，启动与事故等级相适应的应急救援响应。

（1）第一发现事故的职工应当初步评估并确认事故发生，立即警告暴露于

危险的第一人群（如操作人员），同时报告当班值班长（或车间主任），如果可

行则应控制事故源以防止事故恶化。必要时（如事故明显威胁人身安全时），立

即启动撤离信号报警装置等应急警报。

（2）当班班长或车间主任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做出初始评估（如

事故性质，准确的事故源，数量和物质泄漏的程度，事故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

造成的危害），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通知单位可能受事

故影响的人员以及应急人员和机构（如应急领导机构成员、应急队伍或外部应急

/救援力量）；如果需要外界救援，则应当呼叫有关应急救援部门并立即通知地

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必要时，应当向周边社区和临近企业发出警报。

（3）各有关人员接到报警后，应当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启动相应的工作。

（4）向政府上报时，按初报、续报、处理结果进行汇报。

火灾报警：凡在公司范围内发生火灾事故，首先发现者，应立即打火警电话

119，并报告车间负责人和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响应成立。

报警时，应清楚说明起火位置、起火燃烧对象、火势大小及报警者姓名。

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当事人员应向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公司应急救

援领导小组成员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实施应急措施。

6.2信息上报
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立即向东坡区消防大队、公安局、医疗卫生、

安监局、园区环保分局等政府报告。报警和通讯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2）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和地址；

（3）事件发生时间或预期持续时间；

（4）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泄漏等）；

（5）主要污染物和数量（如实际泄漏量或估算泄漏量）；

（6）当前状况，如污染物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是否会产生单位外影响

及可能的程度（可根据风向和风速等气象条件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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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伤亡情况；

（8）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和预防措施；

（9）已知或预期的事故的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以及关于接触人员的医

疗建议；

（10）其他必要信息。

6.3信息通报
在事故可能影响到厂外的情况下，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根据事故对环境的

危害情况，立即向周边邻近单位、社区、受影响区域人群等敏感目标发出警报。

警报采用紧急广播系统与电话通知相结合的方式。紧急广播内容应当尽可能

简明，告诉公众该如何采取行动；如果决定疏散，应当通知居民避难所位置和疏

散路线，做好事故应对的准备工作，减少事故可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6.4事件报告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

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

初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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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响应与措施
7.1分级响应机制
Ⅲ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环境污染事件），事故影响超出公司控制范围，启

动三级应急响应，由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长执行；根据事件严重的程度，

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通报区、县等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

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一旦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时，将事故处置权移

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挥，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配合协助应急指挥与

处置。

Ⅳ级突发环境事件（一般环境污染事件），事故的有害影响为车间范围，且

可被遏制和控制在公司区域内，启动四级响应，由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指

挥，组织相关应急小组开展应急工作，并将情况通报给全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

7.2应急响应程序
任何车间或巡检人员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当事人有责任立即通过公司

内部电话、手机和其他各种途径迅速向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及有

关部门报告和反应事故的信息；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对突发事故征兆动态进行收

集、汇总和分析，并做出预警。应急预案启动后，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未经批

准不得外出。现场工作组进入紧急状态，密切监视事故发展动态，注意异常情况，

提出分析意见，并随时报告事故变化。本公司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1）设立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操作人员及巡检人员发现环境突发事件时，

第一时间通知车间负责人，车间负责人在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当及时上

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并立即赶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采取措施努力控制，防止

污染继续扩大，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并及时上报初步认

定情况（1h以内）。

（2）启动应急响应

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及时调度指挥，通知现场

工作机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由突发环境事件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宣布启动公

司级应急响应。

①发生或可能发生公司级突发环境事件；

②应地方政府应急联动要求。

2）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由车间负责人启动车间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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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生车间级突发环境事件；

②应公司应急联动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车间应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

援领导小组，同时开展先期处置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对接报信

息及时研判后，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指挥的决定，启动相应应急预案；信息

联络组成员应立即通知各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调配所需应急资源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

7.3应急措施
7.3.1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第一时间报警，同时报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视事故情况收集转移物资，设置警示标志，请求外部救援。

（1）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当环境风险物质发生泄漏时，应该根据泄漏的环境风险物质采取相应的应急

处理措施、防护措施和急救措施等。

若生产设备中环境风险物质发生泄漏，及时关闭相应阀门，利用收集工具将

泄漏物收集起来，作为危险废物处理，并及时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如已影响到

正常生产时，需立即停止生产，待故障后方可恢复生产；物料发生泄漏，应当及

时关闭阀门，如存储设施破损发生大量泄漏时，可将物料转移至收集桶中，已泄

露物质利用收集工具将其收集在收集桶内，经处理后外排或当成危险废物处理。

气体发生泄漏时，及时关闭气体阀门，同时加强储存区内通风换气。

（2）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措施

1）发生火灾时，发现者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拨打 119，转移起火点附

近危险物品和易燃、可燃物品，同时报告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由应急救援领

导小组组织利用现场灭火器材进行扑救，同时停止生产，争取在火灾事故的初发

阶段控制火势或扑灭火灾。如事故已超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救援的能力范围，应

立即请求消防救援。当消防人员到达时，应向消防人员介绍相关情况，并配合消

防人员进行扑救，避免火灾扩大；当火势无法控制，一时不能扑灭时，应迅速采

取措施控制火势稳定燃烧；如火势较大，有可能发生爆炸时，应迅速撤离现场。

2）当燃烧烟雾过大，有可能形成大气污染时，应迅速请求启动大气应急监

测，通知周边社区、居民、下风向人员撤离或疏散；当消防水有可能流入周边河

道形成污染时，应迅速请求启动水的应急监测，及时通知污水处理站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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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发生火灾事故时，立即用堵住厂内所有的雨水、污水入口，构筑临时

围堰或者是收集槽，防止含有害物质的消防废液流入市政污水管网，消防废液经

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若消防废水产生量过大时，采用厂区沙袋进行围堵，可将

其引入污水管网，避免污废水及消防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周边环境、地表水，

造成污染。

（3）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失灵或非正常操作应急措施

公司已建立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制定了相关管理文件。环境风险

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人和责任机构明确。公司有对职工开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

管理的宣传和培训，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制度。

立即排查事故原因，进行维修，如无法短时间内排除故障，及时停止生产，

待设施有效恢复正常时再进行生产。

（4）非正常工况应急措施

1）供电紧急情况，当供电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降负荷时，视电力供应情况，

停车的顺序为办公生活用电，生产设施、风机及除尘、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出现

紧急情况时，当班人员根据公司要求通知相关操作人员停产，并通知下一步要停

产设备做好准备。

2）因电气故障或紧急停车，按相应的紧急停产程序执行。

3）当发生重大火灾、爆炸、地震等突发事故时，实施紧急停产。

4）原料停供立即停止生产，装置按停产处理。

5）装置（车间）发生事故异常情况，车间负责人全权组织处理；并向公司

通报；生产装置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以及设备、操作、火灾等重大事故时，必须立

即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

（5）污染处理设施非正常运行应急措施

1）当污染处理设施发生故障，短时的或暂时的废气直接逸散至大气环境，

污染范围能有效控制时应汇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停止事故设施运行，防止事故

扩大；预处理池发生渗漏时，及时进行处理，如短时间内无法排除故障，及时停

止生活污水的排放。

2）当污染处理设施发生严重故障时，应上级报告并启动救援小组，立即进

入现场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必要时，停止生产，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待故障排

除后再启动生产；

3）对因安全原因而发生的事故排放，应立即检查原因，排除安全隐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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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抢修，无法维修的设备和配件及时进行更换，恢复正常生产；若安全隐患太大，

应立即停产检修。

（6）运输系统故障应急措施

1）当发生事故致使其散落时，运输单位应立即组织人员及时对散落地面的

危化品及危险废物重新收集，尽可能将环境影响将至最低。

2）运输过程时发生泄漏，立即向当地环保局报告。高速公路运输发生泄漏，

应向高速公路巡警报告，同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情况，确定事故发生地，再由所在

地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高速公路头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3）参加现场处置的部门或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时限要求，及时向

当地政府报告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情况。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与事件有关的部

门或单位还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上级部门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时间、

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7）特大暴雨、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应急措施

1）厂区构筑围堰，迅速转移危险物资、危险废物。

2）公司全体人员待命，随时做好应急状况的应急抢险准备。

3）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生产，如有必要可停止生产，并关闭厂区电源总开关，

提醒员工自身安全。

4）根据上级政府要求组织抗洪救灾。

（8）安全保护措施

检测、抢险、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应急时，必须事先了解危险区域的地形、

建筑物分布，有无燃烧爆炸的危险，危险物质存在的大致数量和浓度，选择合适

的防护用品。

1）更换废气处理吸收介质必须在废气处理装置停止工作，并进行通风置换

后方能进行。

2）进入火灾现场，要穿戴阻燃服。情况紧急时可用水浸湿棉被将身体包裹，

用水浸湿毛巾捂住口鼻。

3）处置危险废物时应佩带橡胶手套。

4）消防废水外排应急处置时应穿橡胶雨靴，戴橡胶手套。

5）进入危害区域应至少 2-3人为一组集体行动，以便互相照应。每组人员

中必须明确一位负责人作为监护人，各负责人应用通信工具随时与指挥部联系。

（9）危险区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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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区的设定：

公司原辅料/（半）成品仓库、生产车间、危废暂存间。

2）事故现场隔离区的划定方式、方法：

爆炸或泄漏的隔离区域应依据公司实际储存量设置隔离距离，危险化学品泄

漏时的隔离区域分为一、二、三级。

一级区域：指现场危险源周围 50m。在此距离内应设立警戒线。救援人员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隔离危险化学品，杜绝扩散并采取稀释、中和、收容等

适当措施。在此区域除救援小组成员外，禁止任何其他人进入。

二级区域：距离危险源上风向 50m以外至三级距离之间为二级区域。在二

级区域内要设立专人监管。主要负责杜绝无关人员进入并督促区域内遗留人员的

继续撤离。

三级区域：指在安全距离设立警戒点。通常情况下，三级区域与危险源的距

离应在 100m，距离外为安全距离。该距离至二级区域之间为三级区域。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宜设在二级区域与三级区域之间有利于兼顾指挥与安全

双重需要的地方。根据项目总平面布置图，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可以设在处于

二级区域与三级区域之间的办公楼内。

3）事故现场隔离方法：

危险区边界警戒线，为黄黑带，警戒哨佩带臂章，救护车鸣灯。

4）事故现场周边区域的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办法：

实行区域管制与警戒，专人进行疏导。

（10）现场人员的撤离

在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严重威胁现场人员生命安全条件下，事故现场最高指

挥有权作出与事故处理无关人员的撤离，或全部人员撤离的命令。

公司指定公司大门外或开阔地带作为公司紧急集合地点，在发生严重的火灾

爆炸时，应依据当时的风向选择确定上风向的一侧作为紧急集合地点，撤离人员

先在该处集合登记，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在发生事故时，公司派专人对非公司人员进行引导疏散并撤离至安全地带。

当经过积极的灾害急救处理后，灾情仍无法控制，由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下达撤离命令后，车间现场所有人员按自己所处位置，选择特定路线撤离，并引

导现场其他人员迅速撤离现场。对可能威胁到厂外居民安全时，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应立即和地方有关部门联系，并应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协助友邻单位、厂区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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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行人在区、市指挥部指挥协调下，指挥引导居民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11）应急人员进入撤离现场的条件

应急人员在进入现场时应做好如下准备：一是人员准备，根据事故发生的规

模，影响程度以及危险范围，确定应急救援人员的人数，并由经验丰富的或相关

专业人员带队；二是救援器材、物资必须准备充足；三是必须弄清救援方式，救

援前尽量弄清楚各类相关事故处置情况，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抢

险救灾；四是思想准备要充分，救援时思想情绪保持稳定，做好救援抢险工作。

当突发事件的危害已经消除或者得到有效控制，由事故救援组组长命令应急救援

人员撤离现场。撤离时应保持秩序不混乱，不得提前脱下防护设备，待到安全区

域时立即消毒，沐浴。

（12）应急救援的调度和保障供应措施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由事故救援组组长统一调度和指挥，突发环境事故时，由

其下达救援命令，并由事故发生车间或生产工段负责人带领展开应急救援行动。

应急救援物资由各物资保管人负责分发给各救援小组，在达到应急救援目的

的同时尽量节约，不浪费。

7.3.2大气污染事件保护目标的应急措施
（1）确定污染物扩散模式

大气污染事件首先应当确定污染物的性质、排放量、严重程度、可控能力、

影响范围、风速风向以及大气稳定度。根据车间的工艺技术水平，切断污染源所

需时间等来确定污染物质的扩散速率。

公司可能出现的大气污染为原辅料库、生产车间、危废暂存间产生或挥发的

气体点燃而引起的大气污染；废气处理设施出现故障，导致污染物大量排放。

发生大气污染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立即通知部门紧急停产。选

用针对污染物的合适预测模型，如《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推荐的多

烟团模式、分段烟羽模式及重气体模式等，分析对可能受影响区域的影响程度。

（2）污染防治措施

1）控制与消除火源，杜绝火灾

2）设备、设施故障及时维修检查

3）发生火灾立即停止生产，组织应急救援抢修

（3）污染应急处置

当发生爆炸、火灾引发大气污染时，应立即组织有效灭火与人员的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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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废气治理装置失灵，应及时减产或停产，检修废气治理装置，排除故障后

再进行正常生产。

通知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联系监测单位对环境

保护目标进行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再根据污染物类型确定防护措施和方法；

当污染物严重超标，一方面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各应急小组开展救险，同时

通知应急监测单位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测；若火灾爆炸事故十分严重，威胁到人的

生命安全，应当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指挥长立即通知镇或者区有关部门，根据事

态的严重程度安排该区域的人员疏散，同时划定隔离区。

7.3.3水污染事件保护目标的应急措施
污水全部导入污水管网。当污水发生泄漏时，采取围堵、倒流等措施防止废

水排入外环境，若未经处理的废水泄漏量较大，大面积污染厂区纳污水系时，及

时上报上级环境主管部门，派专业环境监测人员对项目排污口上下游水质进行监

测分析，判断污染程度并采取防治措施。

事故处置可按如下程序进行：

1）停止作业，关闭有关机泵、阀门；

2）按报告程序报告；

3）控制一切火源，切断泄漏区域电源；

4）派员监测污水浓度；划定警戒区域，疏散无关车辆、人员，控制无关人

员进入现场；

5）组织人员使用堵漏工具、材料控制泄漏；

6）检查封堵防止外流；

7）泄漏控制后，冲洗清理现场。

8）如物料流入河内时：

①联系通知水利部门，控制泄漏污染随水流扩散；

②联系报告环保部门协助处置；

③联系水域附近企业单位、居民，通报情况、告知作好应对准备；

④根据泄漏物料的化学特性，投加消减剂消除对水环境的影响；如果发生沉

淀，需要在物料泄漏得到控制后，将底泥挖取，消除对环境的影响。

7.3.4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1）中毒时的处置方式

1）危险化学品、危废沾染皮肤时应立即脱去污染的衣服、鞋袜等，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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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冲洗；

2）溅入眼睛时，用清水冲洗后，送医院治疗；

3）口服中毒时，如非腐蚀性物质，应立即用催吐方法使毒物吐出；误服强

酸强碱者，不宜催吐，可服牛奶、蛋清等（误服石油类物品和失去知觉者及抽搐、

呼吸困难、神志不清或吸气时有吼声的患者不能催吐），送医院治疗；

4）急性中毒时为防止虚脱，应使患者头部无枕躺下，挣扎乱闹时，按住手

脚，注意不应妨碍血液循环和呼吸，送医院治疗；

5）神志不清时，应使其侧卧，注意呼吸畅通，防止气道梗阻，送医院治疗；

6）呼吸微弱或休克时，可施行心肺复苏术，恢复呼吸后，送医院治疗或请

求医院派员至现场急救。

（2）外伤急救处置

1）被救人员衣服着火时，可用水或毯子、被褥等物覆盖措施灭火，伤处的

衣、裤、袜剪开脱去，不可硬行撕拉，伤处用消毒纱布或干净棉布覆盖，并立即

送往医院救治，对烧伤面积较大的伤员要注意呼吸，心跳的变化，必要时进行心

脏复苏。

2）遇静脉大出血时及时绑扎或压迫止血，立即送医院救治。

3）对有骨折出血的伤员，应作相应的包扎，固定处理，搬运伤员时，以不

压迫伤面和不引起呼吸困难为原则。

4）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抢救受伤严重或在进行抢救伤员的同时，拨打急救中心电话，由医务人

员进行现场抢救伤员，并派人接应急救车辆。

7.3.5受影响区域人群疏散方式
当环境事故发生后严重影响到了厂内以及周边厂区人的生命安全时，应当组

织人员疏散，疏散时，遵循以下原则：

（1）保证疏散指示标志明显，应急疏散通道出口通畅，应急照明灯能正常

使用；

（2）明确疏散计划，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发出疏散命令后，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成员按负责部位进入指定位置，立即组织人员疏散；

（3）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用最快速度通知现场人员，按疏散的方向通道进行

疏散；

（4）积极配合好有关部门（公安消防队）进行疏散工作，主动汇报事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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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情况。引导需经过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行人临时绕道，确保车辆行人不受危险物

质的伤害；

（5）事故现场有被困人员时，疏导人员应劝导被困人员，服从指挥，做到

有组织、有秩序地疏散；

（6）正确通报、防止混乱。疏导人员首先通知事故现场附近人员先疏散出

去，然后视情况公开通报，告诉其他区域人员进行有序疏散，防止不分先后，发

生拥挤影响顺利疏散；

（7）口头引导疏散。疏导人员要用镇定的语气，呼喊、劝说人们消除恐惧

心里，稳定情绪，使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进行疏散；

（8）广播引导疏散。利用广播将发生事故的部位，需疏散人员的区域，安

全的区域方向和标志告诉大家，对已被困人员告知他们救生器材的使用方法，自

制救生器材的方法；

（9）事故现场直接威胁人员安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

强制疏导，防止出现伤亡事故。在疏散通道的拐弯、叉道等容易走错方向的地方

设疏导人员，提示疏散方向，防止误入死胡同或进入危险区域；

（10）对疏散出的人员，要加强脱险后的管理，防止脱险人员对财产和未撤

离危险区的亲人生命担心而重新返回事故现场。必要时，在进入危险区域的关键

部位配备警戒人员；

（11）专业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疏导人员若知晓内部被困人员，要迅速报

告，介绍被困人员方位、数量。

7.3.6交通疏导
（1）发生严重环境事故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汇报

事故情况，安排好交通封锁和疏通；

（2）设置路障，封锁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防治车辆或者人员再次进入事

故现场；

（3）配合好进入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人员，确保应急救援人员进出现场自

由通畅；

（4）引导需经过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行人临时绕道，确保车辆行人不受危险

物质的伤害。

7.3.7紧急避难场所
（1）选择公司篮球场、后大门和公司外空旷带为紧急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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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宣传工作，确保人人了解紧急避难场所的地址，目的和功能；

（3）紧急避难场所设立醒目的标志牌；

（4）紧急避难场所不得作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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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急监测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救援小组应迅速请求第三方监测站人员赶赴现

场，根据事件的实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以及确

定污染范围；根据不同形式的环境事故，确定好监测对象、监测点位、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质控要求。应急监测方案可参照以下方案，详见表 8-1。

表 8-1 应急监测内容

监测类别 事故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
火灾爆炸；储罐及

输送管道泄漏

VOCs、一氧化
碳、苯、二甲苯

等

厂区下风向

事故初期，采样 1次/30min；
随后根据空气中有害物质浓

度下降减少监测频率，按

1h、2h等采样

地下水
储罐及运输管道内

物料发生泄漏

石油类、化学需

氧量、氨氮等

厂区上游、厂址处及

厂区下游监控井

事故初期，采样 1次/12h，
随着事件消除逐渐降低频次

地表水

液体物料运输车运

输发生泄漏或交通

事故；事故消防废

水进入附近水体

石油类、化学需

氧量、氨氮等

对项目下游地表水

设 3～5条监控断
面，按照 100m、
500m、1000m、
2000m、4000m设置

采样 1次/1h；2h向指挥部报
数据 1次

土壤 对污染的土壤、生物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第三方监测站应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以

便对事件及时正确进行处理。应急监测终止后应当根据事故变化情况分析事故发

生的原因，提出预防措施，进行追踪监测。

当第三方监测站无法进行监测时，可向县市监测站寻求帮助，若发生重大危

险事故时应与国家相关监测部门联系进行监测。

现场应急监测分析方案的具体实施均是由应急监测工作者完成的，而每一污

染事故都可能危及分析人员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分析人员并有效地实施现场快

速分析，在实施应急监测方案之前，还应该配备必要的防护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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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9.1现场保护
（1）为便于事故后的事故原因调查、取证、处理工作，对事故现场进行保

护，不得破坏、伪造现场。

（2）事故现场的保护采取拉警戒绳、挂警示牌和派人值守。无关人员一律

不准进入。

9.2现场洗消
（1）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和现场具体情况，采用大量水冲洗或惰性材料

（沙土或不燃性材料）吸附或适当器具对泄漏物进行转移回伙等不同方式进行洗

消。

（2）对冲洗水应排入污水处理系统或集中收集处理。

（3）对吸附的惰性材料集中处理。

（4）若现场洗消有困难时，向上级有关部门请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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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急终止
10.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继发条件已经消除；

（2）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续发可能；

（3）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4）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

（5）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6）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经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10.2应急终止的程序
当突发事件得到控制后，灾害性冲击已消除，不可能发生次生事件，社会负

面影响消减，进入恢复阶段时，进入应急终止程序

（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确认终止时机或由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批准；

（2）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相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根据

政府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

须继续进行为止；

（4）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提出补

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

10.3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通知公司各车间以及附近周边企业、村庄和

社区危险事故已经得到解除；

（2）对现场中暴露的工作人员、应急行动人员和受污染设备进行清洁净化；

（3）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对于此次发生的环境事故，对起因，过程和

结果向公司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做详细报告；

（4）全力配合事件调查小组，提供事故详细情况，相关情况的说明以及各

监测数据等，并查明事故原因，调查事故造成的损失，明确责任；

（5）对整个环境应急过程评价；并对环境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并向公

司领导汇报；

（6）对突发环境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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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后期处置
11.1善后处置
应急终止后对现场污染物进行后续处理，对应急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进行撤点、撤离和交接程序，逐步恢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1．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

2．调查、了解事故原因，污染源性质及事故发展过程，立即做出反应；封

锁事故现场，严禁一切无关人员、车辆和物品进入事故危险区域，开辟应急处理

安全通道，维持事故现场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

3．组织专家对突发环境事件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在相关部门的监管

下，对受污染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并进行污染物的跟踪监测，直至环境恢复正常

或达标；

4．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力按规定给予补偿，安置受灾人员，赔偿

受灾人员损失；

5．指导员工进行防护，妥善开展消毒去污处理工作；有效控制事故扩大，

消除污染危害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6．高度重视和及时采取心理咨询、慰问等有效措施，努力消除突发事件给

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

7．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后类似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11.2调查与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结束后，事故救援指挥部指导有关部门或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车间查找事件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对环境

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并编写评估总结报告。

评估总结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突发环境事件等级、发生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2）环境应急任务完成情况；

（3）是否符合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总要求；

（4）采取的重要防护措施与方法是否得当；

（5）出动环境应急队伍的规模、仪器装备的使用、环境应急程度与速度是

否与任务相适应；

（6）环境应急处置中对利益与代价、风险、困难关系的处理是否科学合理；

（7）发布的公告及公众信息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对公众心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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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何种影响；

（8）需要得出的其他结论等。

11.3恢复重建
（1）对事件造成的设备、设施、管道、构筑物、道路等损坏的，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修补、维护或更换等。

（2）后勤保障组负责对应急过程中消耗、使用的应急物资、器材进行补充，

使其重新处于应急备用状态；必要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3）转移、处理、贮存或以合适方式处置废弃物质、消防残渣、燃爆残渣

及危险化学品，清理或修复污染场地。先行处置方案应组织专家评估，然后上报

环保部门批准后方能实施。

（4）由公司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对事故恢复重建情况进行评估，达到生产要

求时，恢复生产。

11.4保险
公司应办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保险责任包括：

（一）第三者人身损害。环境高风险企业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生产经营过程

中污染环境，导致第三者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成人体疾病、伤残、死

亡等，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二）第三者财产损害。环境高风险企业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污染环境，直接造成第三者财产损毁或价值减少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三）生态环境损害。环境高风险企业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

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

他必要合理费用。

（四）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环境高风险企业、第三者或者政府有关部门、

公益组织等机构，为避免或者减少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损害

而支出的必要、合理的应急处置费用、污染物清理费用。

办公室及时与社会保险局取得联系，为应急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对事件

后的损失、损害进行善后处理，联系保险公司协商赔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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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应急培训和演练
12.1原则、目的、作用及范围
12.1.1应急培训和演习的原则
应急演习类型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应急演习虽有不同特点，但在策划演习内

容、演习情景、演习频次、演习评价方法等工作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和应急预案规定；在组织实施演习过程中，满足“领导重视、科学计划、结合实

际、突出重点、周密组织、统一指挥、分步实施、讲究实效”的原则。

另外应急培训、演习中特别注意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演习过程应尽可能模仿可能事故的真实情况，但不能采用真正的危险

状态进行演习，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2）演习之前应对演习情况进行周密的方案策划。编写场景说明书是方案

策划的重要内容；

（3）演习前应对有关人员进行必要培训，但不应将演习的场景介绍给应急

响应人员；

（4）演习结束后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和整改。

12.1.2应急培训和演习的目的
应急培训和演习的目的是通过培训、评估、改进等手段，提高本预案的可操

作性；提高应急救援人员的工作水平与应急救援队伍的反应和衔接配合的协调能

力；增强干部职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有效发挥应急预案的防范和化解风

险的作用；提高企业对环境事件的综合应急能力。

具体包括以下 3方面：

（1）检验预案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为预案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依据；成都焊

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检验企业各级领导、员工是否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应急行动程序，以及

各专业队伍间的协同反应能力和实战能力；

（3）提高人们抵抗事故的能力和对事故的警惕性，有效降低或消除危害后

果、减少事故损失。

12.1.3应急演习的作用及对象
重大事故应急演习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正确运用可以发挥如下作用：

（1）评估企业应急准备状态，发现并及时修改应急预案和执行程序中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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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和不足；

（2）评估企业重大事故应急能力，识别资源需求，澄清相关机构、组织和

人员的职责，改善不同机构、组织和人员之间的协调关系；

（3）检验应急响应人员对应急预案、执行程序的了解程度和实际操作技能，

评估应急培训效果，分析培训需求。同时，作为一种培训手段，通过调整演习难

度，进一步提高应急响应人员的应急素质和能力；

（4）促进企业各级领导和员工对应急预案的理解，争取他们对重大事故应

急工作的支持。本企业应急培训和演习的对象主要是本企业范围内员工，以应急

救援人员为主。

12.1.4应急演练的范围及频次
（1）车间部门演练（或训练）以报警、报告程序、现场应急处置、紧急疏

散等熟悉应急响应和某项应急功能的单项演练，演练频次至少每年 1次。

（2）公司级演练以多个应急小组之间或某些外部应急组织之间相互协调进

行的演练与公司级预案全部或部分功能的综合演练，演练频次至少每年 1次。

（3）政府有关部门的演练，公司积极组织参加。

12.2应急培训的基本内容
定期对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基本的应急培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它有益

于提高参与应急行动的所有相关人员最低程度的应急能力。有益于应急人员了解

和掌握如何识别危险、如何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如何启动紧急情况警报系统、

如何安全疏散人群等基本操作。因此，培训中要强调危险物事故的不同应急水平

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内容。

12.2.1应急救援人员培训
应急指挥部应定期组织培训，采用讲课、发放资料、播放录像、模拟演习等

方式，加强救援人员在环境污染事件来临时的处置水平和应对能力。培训内容主

要有：

（1）公司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主要内容；

（2）公司环境风险源的名称、类型、数量、位置、报警措施等内容；

（3）针对各项可能发生的污染事件，培训救援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有效实施

救援，培训自身防护措施和事件主要应对措施；

（4）掌握本单位所储存、使用化学品的特性、健康危害、危险性和可能导

致人员伤害的类别及紧急救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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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会事件现场消防方法，学会使用常用灭火器；

（6）事件现场的撤离条件和快速撤离方法；

（7）应急终止后事件现场的处置。

12.2.2员工基本培训、管理人员培训
（1）企业员工环境应急知识普及教育内容

1）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作用与内容；

2）企业环境危险源的位置、发生事件的可能性、鉴别异常情况的危险性；

3）本企业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各类污染物的危害性；

4）防止污染物扩散，处理、处置各类污染事件的基本方法；

5）周围环境敏感点的位置、数量与类型，本企业污染事件对其影响；

6）工艺流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7）控险、排险、堵漏、输转的基本方法；

8）主要消防器材、防护设备等的位置及使用方法；

9）逃生避难及撤离路线；

10）自救与互救、消毒基本知识；

11）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要求，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事件；

12）运输司机和检测人员培训；

13）如何正确报警，内外部电话清单。

（2）企业员工应急处置培训方法

方式：企业内定期进行培训内容的学习和训练。

考核：日常管理不到位、工作有漏洞，按厂区安全管理制度进行考核。公司

每月对应急人员对应急预案的措施情况及责任分工情况进行检查，车间每周对应

急预案措施、启动、条件保障情况检查。

应急物品按岗位责任分工，每班检查一次；备用的应急物质每月检查一次。

（3）企业法人及管理人员培训

企业法人及管理人员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①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基础知识；

②制定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必要性、基本程序和内容；

③环境污染事件预防和应急的法律责任；

④本企业环境危险源的识别是否完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可能性、对员工

及周边地区产生环境影响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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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企业人员的职责及分工是否合理、明确；

⑥企业以前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性质和特点；

⑦环境污染事件现象的辨别及识别。

12.2.3外部公众环境应急知识培训
事件影响范围较广，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因而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普及

应急响应知识，宣传本企业应急预案的基础知识，以及周边人员的自救、互救方

法，疏散路线等知识，提高周边地区人员的灾害意识和防灾素质。

（1）培训主要内容

1）该区域主要污染源及其危害；

2）该区域以前发生以及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性质和特点；

3）环境污染事件现象的辨别及识别；

4）环境污染事件报告的基本报告方法；

5）环境污染事件预防的基本措施（如疏散路线、停止用水等）；

6）自救与互救、消毒的基本知识；

7）在污染区行动及保护的基本方法；

8）明白公告、警报、指挥信号等的含义；

9）医疗单位的地点、专业性等。

（2）培训方法

可通过环境应急知识小册子，发放到个人，或在人员聚集地宣传栏内张贴宣

传海报进行宣传。

12.2.4运输司机、监测人员培训
运输司机、检测人员培训，由各部门结合每年组织的安全技术知识的培训考

核一并进行外，还要参加运输司机、监测人员等特别培训。

（1）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2）运输危险化学品事件发生后的防火、防爆的基本知识；

（3）事件发生后如何开展自救与互救；

（4）事件发生后撤离和疏散方法；

（5）运输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排除、处理方法；

监测人员培训要增加监测布点和特征污染物的分析内容。

12.2.5应急培训内容、方法
应急救援指挥部要制定专用的应急培训记录表，每次应急培训要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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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内容包括：培训的时间、地点、参加培训人员、培训方式、培训内容等。

应急救援培训的形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讲座、模拟、自学、小组受训

和考试等，演练和讨论是两种最常用的培训方法。

考核采取现场口头考核和卷面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卷面考核应记录在档。

12.3应急演习分类
应急演习根据演习规模不同总的可以分为桌面演习、功能演习和全面演习。

12.3.1桌面演习（口头演习）
桌面演习的特点是对演习情景进行口头演习，一般是在会议室内举行。指由

应急组织的代表或关键岗位人员参加的，按照应急预案及其标准工作程序，讨论

紧急情况时应采取行动的演习活动。其主要目的是锻炼参演人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解决应急组织相互协作和职责划分的问题。

具体到本企业，可以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发起组织，指定总经理负责具体实

施。如由急救抢险组负责制定口头演习计划，编写桌面演习方案和演习内容，演

习参加人员，制定学习演习的时间安排，定期组织人员实际学习等。负责人还要

将含有上述内容的计划方案报告应急领导小组，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实施结束，

还应汇总所有参加人员为口头演习所作的书面报告，总结每次口头演习活动的经

验和实效，对活动提出新的改进应急响应建议。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为功能演习和全面演习做准备。

12.3.2功能演习
功能演习主要目的是针对应急响应功能，检验应急人员以及应急体系的策划

和响应能力为主。功能演习比桌面演习规模要大，主要针对需动员更多的应急人

员、机构和更多组织的参与。一般情况下不在单个企业内部开展功能演习。

12.3.3全面演习
全面演习是针对应急预案中全部或大部分应急响应功能开展的检验、评价，

是对应急组织应急运行能力的演习活动。全面演习一般要求持续几个小时，采取

交流互动方式进行。演习过程要求尽量真实，辐射的内容要尽可能全面，调用的

应急人员和资源尽可能多。同时要对人员、设备、行动及其他相关方面开展实战

性演习，以检验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应急响应能力。全面演习完成后，除采取口

头评论、报告外，还应提交正式的书面报告。

本企业组成的以指挥长为负责人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在组织筹划本企业的

应急演习活动，确定采取哪种类型的演习方法时，首先应重视的主要因素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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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方面：

（1）预先筹划的“应急预案和响应程序工作”的进展情况。

（2）本企业面临风险的性质和大小。

（3）本企业现有应急响应能力。

（4）应急演习成本及资金筹措状况。

（5）应急组织投入的资源状况。

（6）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应急演习的规定。

12.4预案演练流程
开展应急演练的流程可分划为演练准备、演练实施和演练总结三个阶段。

（1）应急演练准备

在演练开始前向全公司进行通报，并上报相关部门单位，邀请其进行观摩指

导，演练按照预案中的事件反生级别及类型启动相应的预案程序开展演练。各应

急救援人员各司其职，应急设备物资及资料准备齐全。

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作为演练的领导机构，对演练实施全面控制。

2）编制演练方案，由应急预案领导小组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

人员；确定演练的性质和方法，选定演练事件与地点，规定演练的时间尺度和公

众参与程度；确定实施计划、设计事故情景与处置方案。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

演练情节尽可能真实，并考虑应急设备故障问题，以检测备用系统。

3）制定演练现场规则。演练现场规则是指确保安全而制定的对有关演练和

演练控制。参与人员职责、实际紧急事件、法规符合性等事项的规定或要求。

4）演练时，各负其责，统一听从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号令行动。

5）全厂员工按照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号令进行有序的疏散和撤离。各应急

小队按照职责开展抢险、救援、医疗、警戒等工作。

（2）应急演练实施

1）应急预案演练的计划、组织实施的要求。

2）检验应急行动与预案的符合性，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和缺陷性的评估。

3）根据演练后实际对预案进行改进的要求。

应急演练实施阶段是指从宣布初始事件到演练结束的整个过程。演练过程中

参演应急组织和人员应尽可能按照实际紧急事件发生时相应要求进行演示，由参

演组织和人员根据自己关于最佳解决办法的理解，对事故作出相应行动。应急预

案领导小组作用是宣布演练开始和结束，以及解决演练过程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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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演练的评价、总结与追踪

应急演练结束后，急救援领导小组要组织各分队对应急演练过程进行讨论，

分析演练过程中的得失，在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根据结论修改应急预案，提

高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科学合理性。

1）应急演练的评价

演练评价是指观察和记录演练活动、比较演练人员表现与目标要求，并提出

演练问题的过程，其目的是确定演练是否达到演练目标要求，检验各应急救援人

员及应急响应人员完成任务的能力。要全面、正确的评价演习效果，需在演练覆

盖区域的关键点和各参演应急组织的关键岗位上，派驻公正的评价人员。评价人

员主要是观察演练过程，记录演练人员采取的每一项关键行动及实施事件，访谈

演练人员，要求参演应急组织提供文字材料，评价参与的人员表现并反馈演练发

现

应急演习评价的方法是指演习评价过程中的程序和策略，包括评价组组成方

式、评价目标与评价标准。评价目标是指在演习过程中要求演习人员展示的活动

和功能,可与演习目标相一致。评价标准是指提供评价人员对演习人员各个主要

行动及关键技巧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应具有可测量性。

2）应急演练总结

演习结束后,进行总结与讲评是全面评价演习是否达到演习目标、应急准备

水平及是否需要改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演习人员进行自我评价的机会。演练

总结是指通过评价演练过程，发现应急救援体系、应急预案、应急执行程序或应

急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的评价演练效果，必须先在演练覆盖区域的关

键地点和参演应急组织的关键岗位上，派驻公正的人员，通过评价人员，发现和

找出不足项、整理项和改进项。

通过总结与评价可以通过访谈、汇报、协商、自我评价、公开会议和通报等

形式完成。

演练结束后需提交演练报告，对演练情况的详细说明和对该次演练的评价，

应对发现的有价值的部分汇总并做好记录，对不完善的地方提出建议，对演练发

布的不足项和整改项的纠正过程实时追踪，监督检查纠正措施的进展情况。将预

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要时，适时报送环境保护部门

最后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对本次演练的目的、意义、过程、结果、收获作出评

价，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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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报告中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①演练的背景信息，含演练地点、时间、气象、水文条件、污染事件的特点

等

②参与演练的应急组织、人员、设备、物资；

③演练情景与演练方案；

④演练目标、范围和签订的演练协议；

⑤应急情况的全面评价，含对前次演练的不足项在本次演练过程中表现的描

述；

⑥演练发现与纠正措施建议；

⑦对应急预案和有关执行程序的改进建议；

⑧对应急设施、设备维护与更新方面的建议；

⑨对应急组织、应急响应人员能力与培训方面的建议；

⑩对下一次演练计划及注意事项。

3）应急演练追踪

在演练总结与评价过程结束后，安排人员督促相关应急组织继续解决其中尚

待解决的问题或事项。为确保参演应急组织能从演练过程中取得最大的益处，策

划小组应对演练发现进行充分研究，确定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纠正方法、纠

正措施及完成时间，并制定专人负责对演戏过程中的不足项和整改项的纠正过程

实施追踪，监督检查纠正措施的进展情况。

（4）演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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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奖惩
13.1表彰
由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常务副总指挥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进行总结、

评估，对在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进行表彰

或奖励。给予表彰奖励的情况有：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突发环境事件有功，使公司财产及周围环境免受损失或者

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奖励内容：提职、提干；增加工资、奖金、福利；安排带薪修养、休假；评

先进、劳模。

13.2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

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提交公安机关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应急预案进行救援，拒绝履行应急救援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件灾难真实情况，延误处置时机的。

（3）拒不执行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

借故逃避、逃匿，擅离职守，情节恶劣的。

（4）阻碍干涉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工作，拒绝调查取证或者伪造、恶意破坏

现场，作伪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发生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他人财产损失，拒不依法承担责任或负责人

逃匿的。

（7）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8）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9）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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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保障措施
公司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上岗培训制度、设备使用制度、物流运输（包

括行驶时间、路线，停车地点等内容）、以及定期演练等制度。并定期进行应急

救援装备、物资、药品等检查、维护（包括运输车辆的安全、消防设备、器材及

人员防护装备）以保障企业环境安全。

14.1经费保障
公司在事故预防预警及应急救援所的资金方面做好了相应的储备。主要由环

境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储备。公司建立应急专项费用，专款专用，保证先

期的物资和器材储备资金投入，预备必要的补偿资金，确保应急预案启动之后，

能够满足现场救援所需；拟订抢险救灾过程的资金调配计划，保证抢险救灾时有

足够的资金可供调配；同保险公司部门做好后期有关资金理赔、补偿工作；储备

和保证后期足够的职工安置费用。

14.2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应急物资装备保质保量的储备和供应是应急抢险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后勤

保障组根据公司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污染事件及其相应的抢险方案进行必要的

物资装备储备，定期检查配备物资是质量否完好、数量是否足够，能否满足应急

状态时的需要，并及时更新过期物资。公司的应急物资统计见下表。

表 14-1 应急救援设备一览表

分类 名称 储存地点 储存数量 监管人员

消防系统

室内消火栓 全厂分布 6 张长根

室外消火栓 全厂分布 58 张长根

监控系统 全厂分布 33 陈文强

疏散指示 全厂分布 30 李军

应急照明 全厂分布 30 李军

灭火器 全厂分布 400 张长根

消防沙 库房旁 50 张长根

消防应急柜 门卫室 1 王学辉

消防水带、消防枪 全厂分布 64 张长根

可燃气体报警器 喷漆室 1 李彬

通讯

消防电话 门卫室 1 王学辉

防爆对讲机 门卫室 3 王学辉

喊话喇叭 综合管理部 1 张富强

防护用品类

防尘口罩 综合管理部 20 张长根

安全帽 门卫室旁 4 王学辉

消防战斗服套装 门卫室旁 2 王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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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酸碱橡胶鞋 门卫室旁 2 王学辉

防酸碱手套 门卫室旁 2 王学辉

防护眼镜 门卫室旁 2 王学辉

3M6800防毒面罩 门卫室旁 2 王学辉

3M6001、6003、6006滤盒 综合管理部 2 张长根

工具类

防爆电筒 门卫室 2 王学辉

应急手电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铁锹 门卫室 1 王学辉

消防扳手 分布三个点 3 张长根

编织袋 库房 20 张长根

抽水泵 办公楼 1 岳三文

安全警示牌 厂区各处 若干 张长根

安全带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急救类

急救箱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纱布 综合管理部 2 张长根

医用酒精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创可贴 综合管理部 20 张长根

止血绷带 综合管理部 2 张长根

藿香正气液 综合管理部 20 张长根

碘伏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烫伤膏 综合管理部 2 张长根

云南白药气雾剂 综合管理部 1 张长根

医用棉签 综合管理部 40 张长根

医用胶布 综合管理部 2 张长根

交通工具 应急车辆 综合管理部 1 梁云

公司应急物资基本能够满足应急需要，储存于办公区或生产现场，能够有效

体现突发环事件抢险过程迅速、便于操作等特点。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到报警后，

可立即启动紧急情况处理程序，对警情做出判断，迅速调动一切应急力量、救援

设备、器材、物品等，为抢险救援赢得时间。

14.3应急队伍保障
（1）公司组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随时做好处理突发事件的准备；

（2）开展应急救援培训与训练及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3）加强与其他公司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应急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必

要时可与专业救护队签订救援协议。

14.4通信与信息保障
（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已建立应急通讯网络，并已明确参与人员的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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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联系方式，保障通讯畅通。

（2）建立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基础应急通信系统，并大力发展视频远程传

输技术，保障通信畅通。同时，提供与应急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人员的通信联系方

式和方法，定期确认各联络电话，遇人员或通讯方式变更及时更新。应急救援时，

保持通信联系畅通

（3）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或主要应急负责人手机必须保持 24h开机，号码如

有变更，应及时通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4）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通信联系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建立起

来。

14.5应急能力保障
为保障环境应急体系始终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企业要对各个抢险救援小组

的制度设置情况和工作程序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人员培训与考核情况、应急装备

和经费储备的管理与使用情况等方面，在环境应急能力评价体系中建立定期的、

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管理规程，且在日

常生产中设有环保领导小组，负责企业生产中涉及的环境保护工作，切实把环境

保护制度落到实处。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治”的风险事故防范思想，把环保

指标纳入考核内容，明确指标、奖惩分明，力求做到防患于未然。

14.6其他保障
14.6.1技术保障
建立并完善各部门、单位多种通信渠道，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或成员单位要采

用手机或对讲机联网等形式保障通信畅通，应急办公室要设立接警中心（值班室）

并负责收集各种通信资料。

应急相关技术资料的建立与完善由办公室负责，并聘请外部专家定期到厂区

进行技术指导和对特殊岗位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14.6.2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内各单位必须保证运送人员和救援物资的运输车辆的应急使用。

事件救援和医疗救护车辆配备专用警灯、警笛，发生特别重大事件后，提请

地方政府及时协调对事件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不受交通信号的限制，最大限度地赢得抢险救援时间。

14.6.3治安保障
发生事件后，由公安和保卫等人员维护事件现场的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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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无关人员，无关人员不准擅自进入事件现场。

14.6.4后勤保障
公司与临近医院达成协议，医院为事件提供医疗救护方面的技术支持。

公司发生事件时，医院负责在第一黄金时间抢救、急救遇险人员，并为公司

相关人员做好医护检查。

公司发生事件时，医院负责在第一黄金时间抢救、急救遇险人员，并为公司

相关人员做好医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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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
15.1预案评审与备案

应急预案评审由公司根据演练结果及其他信息，每年组织一次评审，以确保

预案的持续适宜性，评审时间和评审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公司应将最新版本应

急预案报当地政府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15.2预案发布与发放
公司应急预案经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评审后，由总经理签署发布。应急救

援领导小组负责对应急预案的统一管理、发放，发放应建立发放记录，并及时对

已发放预案进行更新，确保各部门获得最新版本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发放给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和公司主要负责人。

15.3应急预案的修订
应急预案评审由公司根据演练结果及其他信息，每年组织一次评审，以确保

预案的持续适宜性，评审时间和评审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下列情况下，应对

应急预案及时修订：

1）面临的环境风险源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危险源的种类、数量、位置），

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

2）原辅料种类及数量、处置利用工艺、污染治理工艺、设备发生变化、公

司平面布置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周边环境、交通等发生变化；

4）环境应急检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

5）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6）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7）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

重大调整的；

8）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处理事故后；

9）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应急预案的修订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根据上述情况的变化和原因，向公司领

导提出申请，说明修改原因，经授权后组织修订，并将修改后的文件传递给相关

部门。预案修订应建立修改记录（包括修改日期、页码、内容、修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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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预案的实施和生效时间
本预案经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负责制定和解释，于 2019年 3月发布生效。并

将本预案下发至所有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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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附图及附件

17.1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3、项目外环境关系示意图

4、项目 5.0km外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5、项目雨污水平面图

17.2附件

1、企业营业执照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表

3、项目消防施工图审查意见表

4、项目消防验收意见书

5、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备案证明

6、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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