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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积极应对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以及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种突发环境事件，有

序、高效地组织事故抢险救援工作，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预案的实施，防止因组

织不力或现场救护工作混乱而延误事故应急救援，以最大限度保护员工和公众的身体

健康及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免遭破坏。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 号，200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7 号，200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7 号，200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 号，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7 号，199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 号，2004

年）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1 年）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2014 年） 

《关于防范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05]152 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2015 年）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2 号，2014 年）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2 号，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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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2014 年）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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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2.2 地方性法规、规章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人大常委会，2002 年） 

《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闽改[2010]1 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福建省环保厅转发环保部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环保应急[2015]2 号） 

《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厦环控[2013]30 号） 

《厦门市翔安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2.3 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 50483-200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0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0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9-1996）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2015 年第 5 号 2015 年 2 月 27 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2016 年 8 月 1 日）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2008）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5/323-2011） 

《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5/322-2011） 

《厦门市环境功能区划》（第三次修订文本，厦府[2011]267 号，2011 年） 

1.3 事件分级 

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中规定的事件分级方法，按照事件的严重性和紧

急程度，结合公司现状及环境风险评估结果，本预案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三级，分别

为：重大环境事件（社会级），较大环境事件（公司级），一般环境事件（车间级），

见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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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事件分级 

事件

分级 
重大环境事件 较大环境事件 一般环境事件 

事件

描述 

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

火灾产生大量洗消废

水，超出厂区范围内，

事故应急池无法控制；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

车间发生大规模泄漏，

超出公司控制范围。 

危险化学品火灾产生洗消废水，

超出储罐阻火堤或车间、仓库围

堰及沙袋加高等措施控制范围，

溢出流入雨水管网，但仍在厂区

范围内，可流入事故应急池控制；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车间发生

较大泄漏，但仍在公司控制范围

内。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车

间发生泄漏，可用消防沙、

吸油抹布收集，在罐区阻

火堤、仓库围堰、车间围

堰的控制范围内。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 

1.5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 

坚持“以人为本、减少危害”的指导原则，加强对环境事故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

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故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处置能力，保障人员生命及健康，最大限度地减轻事故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中长期影响。 

（2）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应急工作应服从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各工段、人员根据预案制定的职责分工

迅速形成第一、第二救援力量，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高效、

有序地运作。公司服从上级部门或当地政府部门统一领导的原则，并接受政府环保部

门的业务指导。 

（3）重视次生、衍生灾害 

应急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可能导致次生、衍生灾害的严重性，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化。 

1.6 应急预案关系说明 

本预案是本公司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技术指导性文件，是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应

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环境免遭破坏、员工人身健康免遭损害的纲领，预案是公司环

境、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并服从于《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当污染事件扩大超出公司处置能力时，根据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应急

预案的要求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处置，确保将损害程度降到最低。加强与相邻企业、

社区的沟通协调、应急联动，参加或邀请同行企业、相邻企业应急演练，共享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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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资源及经验，确保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能得到就近支援。 

本预案由综合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组成，现场处置预案包括《生产车间现场

处置预案》、《甲类仓库、储罐现场处置预案》。 

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时，立即上报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并实

施与上级的应急联动。 

 

 

 

 

 

 

 

 

 

 

 

 

图 1-1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内部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2.1.1 应急组织体系 

 

 

 

 

 

 

 

 

 

 

 

 

 

 

 

 

 

 

2.1.2 应急指挥部职责及分工 

姓名 公司职务 应急职务 应急职责 

王阿忠 总经理 
应急总指

挥 

1、指挥协调全公司的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批准应急救援预案启动与终止。 

3、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令。 

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
环境
事件
应急
预案 1、生产车间现场处置预案 

2、甲类仓库、储罐现场处置预案 

1、综合应急预案 

厦门首能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 

应急指挥部：总经理 

应急副总指挥：分管生产副总经理 

应急办公室 

主任：总经理助理 

现
场
处
置
组 

疏
散
警
戒
组 

通
讯
联
络
组 

应
急
保
障
组 

应
急
监
测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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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东 
分管生产

副总经理 

应急副总

指挥 

1、协助总指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在总指挥不在时，代替总指

挥行使总指挥职责。 

2、协调内部各应急小组工作。 

3、在总指挥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正确引导舆论，加强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处理的宣传报道、危机心理干预和相关知识的普及。 

张志军 
总经理助

理 

应急办公

室主任 

1、对现场火灾、安全、卫生、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应

建议； 

2、收集、记录事故现场信息，分析事故发生原因； 

3、协助总指挥做好事故救援指令下达工作。 

陈致远 
生产部经

理 

现场处置

组组长 

1、开展必要的应急处置；  

2、负责事故现场人员、物品抢救； 

3、及时掌握事故进展情况并向指挥部报告； 

4、负责事故现场善后、清理现场。 

郑春梅 
人事部经

理 

应急保障

组组长 

1、安排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并做好经费和其他有

关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紧急补充采购各类应急物资。 

3、联系保险公司等开展赔偿工作。 

4、开展车辆的调配。 

叶士特 
品质部经

理 

疏散警戒

组组长 

1、负责组织现场治安、警戒和厂区人员疏散工作。 

2、负责组织厂区相关方的疏散，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陈志艺 
财务部经

理 

通讯联络

组组长 

1、负责联系周围企业，社区，统一对外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信息。 

2、负责联系外部支援。 

3、负责联系受害者家属，联系伤者送医事宜等。 

张雷吉 

安环部经

理、环保安

全专员 

应急监测

组组长、应

急办公室

成员 

1、协助应急总指挥、副总指挥、应急办公室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按照应急总指挥的指令，向市、区消防单位、安监局、

环保局以及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质量技术监督局第三分局等报

告； 

3、做好事故应急处置过程的拍照录像等记录，收集现场信息，

报告应急指挥部以供决策； 

4、联系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应急监测； 

5、确认和上报监测结果，供应急总指挥决策。 

（注：公司其他人员应处于待命状态。为保持事故应急工作的一致及便于学习掌握预案，明确事故应急情况下各自

职责，本预案应急组织体系与《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相同） 

2.2 外部指挥与协调 

公司与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建立日常联络，通过应急预案备案、报备公司应

急装备和物资、应急演练时进行联动等形式，确保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在地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周围企业联系方式见附件 10.2.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表。 

当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公司安全员根据应急指挥部命令负责向所

在地灾害应急救援中心、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络汇报。上一级应急预案启动后，我公

司服从其指挥，并根据本预案相关内容做好以下工作： 

（1）当公司的应急物资和现场救援人员无法完全满足应急要求时，需要共享周边

企业应急物资及救援力量，并请求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翔安区消防大队（119）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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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发生较多人员受伤或中毒时，无法承担医疗救援任务，必须及时送往医院，

需要 120 急救中心的协助。 

（3）受权力限制，疏散警戒范围仅限于厂区内部，周边的疏散警戒及交通管制工

作需要翔安区公安及交警部门的协助。 

（4）公司无法承担废水、废气的污染监测及后期的跟踪监测工作，委托厦门通鉴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应急监测。 

3 预防与预警 

公司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一般-大气（Q0-M2-E1）+一般-水（Q0-M2-E3）]”，主

要存在的环境风险为大气环境风险，包括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等造成的对环境

和周围敏感目标的不利影响。（环境事件风险源分析详见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3.1 预防 

公司在项目建设之初按照“三同时”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等工作，

配套建设环保、消防、安全设施，并通过环保、安全、消防各项验收。制定和执行一

系列环保制度和设备操作规程，并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执行。预防和控制措施

见表 3-1。 

表 3-1 环境风险源预防和控制措施 

环境风险源 事件类型 
预防和控制措施 

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危险化学品 

泄露、着火、

爆炸次生环

境污染 

◆设备、电气、照明防爆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静电接地、防雷接地 

◆车间、仓库设置围堰，罐区设

置阻火堤 

◆设置 389m3 事故应急池 

◆警示标识 

◆罐区各储罐设置液位计 

◆各类应急器材、物资 

◆雨水排放口设置截止阀 

◆风险辨识和评价 

◆岗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定期维保、检查 

◆环保定期监测 

◆环境隐患排查治理 

◆应急响应和救援 

3.2 预警 

根据各预测和预警信息，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设

定预警条件，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2.1 预警条件 

3.2.1.1 外部信息 

（1）厦门市或区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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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监督部门的监测结论； 

（3）周边企业发布的预警信息或其他外部投诉、报警信息。 

3.2.1.2 内部信息 

（1）设备设施出现异常、异响； 

（2）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并可能导致次生环境事件； 

（3）风险评估发现新的风险或安全检查发现的其他可导致泄漏、火灾的安全隐患。 

3.2.2 预警措施 

按照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发展态势，结合公司现状，本预案将突发环境事

件预警分为三级，分别为：重大环境事件预警，较大环境事件预警，一般环境事件预

警。 

应急指挥部接到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信息后，根据预警条件信息组织人员开展现

场排查（见表 3-2），根据可能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

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做出预警决定，发布预警信息，并通知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事件发生；当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事件较大，有可能超出公司处置能力时，及

时向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和翔安区灾害救援中心（119）报告，研究应对方案，采取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方式可采用电话、喊话器、短信、书面通知等形式。预警信息的内

容包括：预警信息的类别、预警级别、响应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区域或范围、

应重点关注的事项和建议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表 3-2 排查和预防预警措施 

可能的事件

信息 
排查内容 排查部门 预防预警措施 

暴雨、台风等气

象预警信息 

甲类仓库是否存在泄漏风险，工

业垃圾存放场所是否做好防雨防

风措施，车间、仓库门窗是否关

闭及是大门否用沙袋封堵，设备

电源是否切断。 

生产部、安环

部 

1、门窗关闭； 

2、大门使用沙袋封堵； 

3、危险化学品入库； 

3、减产或停产，切断生产设备电源； 

4、原材料及产品减少户外转运。 

政府监督部门

的监测结论 

是否存在泄漏，设备是否正常，

噪声排放是否异常。 

生产部、安环

部 

1、减产或停产； 

2、开展设备的维护保养。 

周边企业发布

的预警信息或

其他外部投诉、

报警信息 

车间噪声水平是否异常、较大，

周边企业发布的预警信息等级、

与公司距离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安环部 

1、关闭噪声水平较高的设备，采取整

改措施； 

2、保持与周边企业的联系，实时了解

情况，必要时组织公司员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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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报警

系统动作 
动作点是否发生泄漏 安环部 

发生泄漏、火灾，及时上报，设置警

戒线，疏散无关人员，关闭阀门，堵

漏，收集泄漏物资。 

安全隐患、安全

事故等可能导

致次生环境污

染 

安全隐患、安全事故的风险评估，

可能次生的环境事件等级，事故

应急池是否排空 

安环部 

1、立即整改，对中等及以上风险制定

整改措施、计划； 

2、做好安全事故的救援工作，动用应

急资源，防止产生次生环境污染。 

3.2.3 预警解除 

当 3.2.1 中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预警。预

警发布和解除流程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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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预警发布和解除流程 

4、应急处置 

4.1 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迅速形成第一救援力量，由生产现场管理人

员负责指挥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件扩大。主要采取的措施见表 4-1. 

表 4-1 先期处置措施 

环境事件类

型 
先期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泄

漏 

关闭阀门，清除火源，转移物资，疏散无关人员，设置警戒线，使用消防

沙围堵，使用棉布吸附收集泄漏物，向生产部负责人报告事件现场情况，

并视情况请求增援。 

危险化学品火

灾、爆炸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处置、救援，关闭雨水排放口截止阀，

启用事故应急池，使用消防器材进行灭火，疏散无关人员，设置警戒线，

向生产部负责人报告事件现场情况，并视情况请求增援或撤离。 

4.2 响应分级 

公司根据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公司对事件的可控能力，结

合事件分级、预警分级内容，将突发环境事件响应分级分为三个等级，即Ⅰ级、Ⅱ级、

Ⅲ级，分别与重大环境事件、较大环境事件、一般环境事件对应，分级情况见表 4-2。 

表 4-2 突发环境事件响应分级 

预警

分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可能

情况

描述 

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

火灾产生大量洗消废

水，超出厂区范围内，

事故应急池无法控制；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

车间发生大规模泄漏，

超出公司控制范围。 

危险化学品火灾产生洗消废水，

超出储罐阻火堤或车间、仓库围

堰及沙袋加高等措施控制范围，

溢出流入雨水管网，但仍在厂区

范围内，可流入事故应急池控制；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车间发生

较大泄漏，但仍在公司控制范围

内。 

储罐、甲类仓库、甲类车

间发生泄漏，可用消防沙、

吸油抹布收集，在罐区阻

火堤、仓库围堰、车间围

堰的控制范围内。 

4.3 应急响应程序 

4.3.1 内部接警与上报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人员采用现场报警或就近利用手机报告给现场负责人，现场负

责人接到报警后，按事件性质和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并在 30 分钟内向分管领导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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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人员发出事件报警通知，必要时，可直接报告总经理。 

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应立即成立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

应急预案，并采取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件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4.3.2 外部信息报告与通报 

发生应急响应等级为Ⅰ级的环境事件时，应急总指挥在接到报告后 30 分钟内，由

应急总指挥向翔安区灾害应急救援中心（119）、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7614881）、

翔安区安监局（3758069）等有关部门报告，或应急总指挥授权，公司应急办公室完成

报告，通讯联络组完成与可能会受事件影响的周边企业、单位、居民区、学校等的信

息通报。 

信息报告方式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从接到现场报告后起 30

分钟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

立即上报。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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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已污染的范围等初步情况。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如排放污染物

的种类、数量，直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事件发生初步原因分析、过程、进展情

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确保在事件处置结束后的 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报告

提交给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等有关主管部门。处理结果报告应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

过程和结果、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

留问题、事件教训和今后的预防措施等，以及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

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4.3.3 启动应急响应 

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接到事件报告后，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及时调度指挥，通

知各应急小组进行应急处置。流程见附件 10.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图。 

4.3.4 应急监测 

根据公司存在的环境风险大小和类别，着重监测危险化学品泄露造成的大气污染

物扩散情况，以及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时产生的洗消废水水质和洗消废水进入雨水管网

对水体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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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监测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执行，应急监

测由应急监测组联系协议检测单位负责落实，监测协议见附件 10.11，并及时将监测结

果报告应急指挥部。 

（1） 监测方案，见表 4-3。 

表 4-3 应急监测方案 

事件类型 
事件

等级 

检测

项目 

检测人员/

单位 
检测方法或仪器设备 检测点位 

危 险化学

品火灾、爆

炸、泄漏。 

一般、

较大、

重大 

非甲烷

总烃、

水常规

等 

委托厦门通

鉴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进

行监测 

GB/T6920-1986、HJ/T505-2009、

GB/T11914-1989、HJ/T 535-2009、

GB11901-1989、《空气和废气监测

分析方法》国家环保总局（2003）

第四版 增补版。 

以事件地点为中心，

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

的扇形或圆形布点、

厂界，雨水切换阀前

后等 

应急监测通常采集具有代表性的瞬时样品，为迅速查明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种

类（或名称）、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污染发展趋势，在已有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现场快速监测方法和实验室现有的分析方法进行鉴别、确认。 

为快速监测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首先对具有代表性的瞬时样品采用的快速监

测方法，如检测试纸、快速检测设备的监测方法及现行实验室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按照事发、事中和事后等不同阶段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事发时采样频率

多，事中适当采样，事后可减少频次。 

根据现场快速监测结果，对样品进行平行实验室分析，采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或

行业标准进行监测，并得出定性、定量或半定量监测结果。 

（2）跟踪监测、报告、评价 

污染物质进入周围环境后，随着稀释、扩散和降解等作用，其浓度会逐渐降低。

为掌握污染程度、范围及变化趋势，在事件发生后，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直至环境

恢复正常。 

应急监测报告以及时、快速报送为原则，采用电话、传真、监测快报等到形式立

即上报，跟踪监测结果以监测简报形式次日报送，事件处理完毕后由第三方厦门通鉴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监测报告。 

根据监测结果，对照公司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染物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

对污染扩散范围进行预测。当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数据处于下降状态时，可以判断污染

物正在降解，扩散范围正在缩小；当数据低于排放标准时，可以判断该取样点周边范

围已恢复正常。根据各监测布点的跟踪数据，慢慢缩小监测范围，适时调整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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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防护措施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应急监测人员，必须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至少二人同

行。进入事件现场监测，须经现场指挥、警戒人员许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按规

定佩戴必需的防护设备。进入受限空间或登高采样，应穿戴防化服或佩带防护安全带。 

4.4 应急处置 

根据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及事件分级，应急处置措施如下。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或已

经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时，公司结合事件特点，由通讯联络组联系周边企业、社区，

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疏散措施，在事件上报时，提出建议性措施，便于上级救援部

门采取针对性措施。 

4.4.1 危险化学品泄露应急处置措施 

表 4-4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项目 处置措施 责任人 

人员救护 

皮肤接触：脱去受污染的衣物，使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联系就医。 

吸入中毒：转移受伤、中毒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联系送医，受伤

严重、呼吸困难或中毒昏迷的，紧急送医。 

应急处置组 /

通讯联络组 

事件控制 

设置警戒区域，疏散无关人员，疏散图见附件 10.5.2。 

小量泄漏时，使用砂土、棉布等材料进行围堵、覆盖，防止泄漏物扩散。 

大量泄漏时，使用沙袋进行围堵、覆盖，防止泄漏物扩散。 

泄漏物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时，立即报告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和翔安污水处

理厂，请求支援，并报告事故废水的排放量和相关污染物浓度。 

泄漏物若进入市政雨水管网，关闭雨水截止阀，立即报告厦门市翔安环境保

护局，并组织人员用沙袋拦截雨水管网，把废水用泵抽入事故应急池，尽量

减少污水往市政雨水管网排放，减少污水直接对外部环境造成污染。 

各应急小组 

应急监测 
联系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应急监测，初始加密（4 次/天）监测，

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应急监测组 

现场恢复 
清理现场泄漏物、受污染的堵漏物资，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复，现场

检查确认，直至满足正常生产条件。 
各应急小组 

4.4.2 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应急处置措施 

表 4-5 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应急处置措施 

项目 处置措施 责任人 

人员救护 烧烫伤：转移烧烫伤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立即联系送医。 
应急处置组 /

通讯联络组 

工艺操作 
关闭设备，关闭起火点附近的溶剂管道阀门。转移周围未起火物资，下达停

止作业命令。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 
应急处置组 

事件控制 补充灭火器材，对起火物资进行灭火，转移未起火物资。 各应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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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专人电工切断火场电源。 

安排人员开启附近消火栓，铺好水带，连接水枪，准备使用消防水进行灭火

和火场降温。 

火势扩大超出部门控制能力时，现场救援人员开启起火点附近的消防水枪，

对事件周围形成雾状水幕隔离和降温。其余人员撤出起火区域，转而准备沙

袋，设置围堵区域，关闭雨水切换阀，启用事故应急池，防止洗消废水外排

造成次生环境污染。 

现场警戒 
在事故点外围设置警戒线，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车辆靠近。 

疏散厂内无关人员和外来相关方。 
疏散警戒组 

现场恢复 

利用车间、仓库围堰或厂区 389m3 事故应急池收集现场洗消废水，并委托有

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开展现场通风，做好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持续监测

工作，直至浓度低于职业健康接触浓度的上限，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

复，现场检查确认，直至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各应急小组 

4.4.3 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度及物资保障供应程序 

（1）公司应急工作小组的调度由应急指挥部负责，各应急工作小组成员的召集由

组长负责，应急指挥部、各应急工作小组组长及各应急人员的名单、联络方式见附件

10.2.1。外部应急救援机构联系方式见附件 10.2.2。 

（2）公司现有应急物资储备清单见附件 10.7，应急物资的日常维护、供应由公司

安环部完成，事故发生时，应急物资保障供应由应急保障组完成。 

4.5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受伤人员或中毒人员由通讯联络组负责送往厦门市第五医院就医。 

4.6 配合有关部门应急响应 

当政府及相关部门介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过程时，公司应极力配合，将掌握

的突发情况信息及时告知，现场提供技术人员，相关专家，应急装备和物资等。同时

开展公司人员疏散。 

5、应急终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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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解除； 

（2）泄漏降至规定限值内，环境监测符合相关标准；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清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经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后； 

（5）外部警报解除。 

5.2 应急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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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条件已经消除，由公司应急总指挥下达应急终止命令（较大和一般环境

事件）； 

（2）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由本公司提出，经上级应急指挥部批准（重大环

境事件）； 

（3）应急状态终止后，现场继续进行监测，直到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5.3 应急结束后续工作 

（1）将事件情况如实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2）保护好事件现场；  

（3）向事件调查小组移交事件发生及应急处理过程所有记录，配合事件调查小组

取得相关证据； 

（4）公司总结事件原因，提出（或根据相关监管部门）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落

实整改资金、人员和措施；总结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并报告区、市主管部门； 

（5）总结事件原因，举一反三，组织各部门进行隐患排查，并按规定整改。 

6、后期处置 

6.1 善后工作 

（1）事件解除后，公司组织人员稳定员工心态，安抚受害和受影响人员、相关方，

同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分析事件原因，拟定整改计划、措施、期限，按“四不放

过”的原则，落实防范、整改措施，待公司生产环境、防范措施、安全环保意识等达到

要求并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方可继续生产。 

（2）事件导致人员伤亡的，公司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包括伤亡救援

人员、遇难人员补偿、亲属安置、征用物资补偿、救援费用支付、灾害重建、污染物

收集清理及处置等事项；根据政府规定支付相应的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

等因事件而产生的损失、费用。 

（3）事件发生后，由公司人事部联系保险机构开展相关的保险理赔工作； 

（4）安环部负责联系有资质的单位对事件救援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液进行无害化

处置。其中废水、消防废液引流至厂区 389m3 事故应急池，再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

害化处置；应急救援工作人员使用过的衣物、工具和设备：集中收集，处理后符合要

求的可继续使用；大量泄漏的原料控制在车间、仓库围堰内进行统一收集，小量泄漏

采用棉布条等可吸附材料覆盖吸收，然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6.2 评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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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响应和救援工作结束后，由总经理或分管副总经理牵头，组织公司有关

人员，对事件进行认真分析、总结，提出后续工作重点，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安全操

作规程，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2）安环部负责收集、整理救援工作记录、方案、文件等资料，组织专家对应急

救援过程和应急救援保障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3）根据总结和评估，公司组织人员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修改、宣贯、培训、

演练。 

7、应急保障 

7.1 人力资源保障 

公司应急组织体系下设现场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组、疏散警戒组、通

讯联络组等应急处置小组，应急小组成员均为在职员工，且以现场人员为主，名单详

见附件 10.2.1 公司应急救援联络名单、方式与 24 小时值班电话。其余员工作为增援人

员，在紧急情况下，可起到增援、替补的作用。 

7.2 资金保障 

财务部门按照公司《安全投入保障管理制度》规定提取安全费用，公司用于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应急救援物资采购、应急救援人员培训、应急救援演练等方面的费用、

支出列入安全费用范畴，安全费用专款专用，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对安全费用的提取、

支出、节余进行监督、审核，财务部门应保障公司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的及时到位。 

7.3 物资保障 

详见附件 10.7 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及《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

告》。 

7.4 医疗卫生保障 

事件应急条件下由现场处置组负责执行有关初级救护事项，通讯联络组负责医疗

机构联系并提供必要的信息，负责伤者送医事宜。 

公司备有应急药品，主要针对生产现场出现的高温中暑、机械伤害等情况适用。

出现化学品皮肤接触、眼睛接触、吸入、食入等状况时，紧急处置措施如下：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车间、仓库门口

设置有淋浴装置，可满足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救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车间现场、仓库设有 2

处洗眼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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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7.5 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目前有两辆小型汽车，可供在紧急情况用于应急物资的运输和搭载受伤人员

前往就医。紧急情况时，还可调用公司员工自有车辆。 

7.6 通讯与信息保障 

（1）办公场所设有应急办公室。 

（2）现场通讯方式有喊话器、电话。 

（3）公司对外通讯方式，电话、手机、传真。 

应急通讯联络详见 10.2.1公司应急救援联络名单、方式与 24小时值班电话及 10.2.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表。 

7.7 科学技术保障 

公司拥有各类化学专业人才以及安全管理人员多名，熟悉本公司原材料、产品理

化特性，事件发生时，可组成内部应急救援专家队伍，以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公司与厦门市环保、安全、消防等各方面的专家建立联系，定期邀请专家对公司

人员开展环保、安全、应急等方面的培训，为公司环保隐患的整改提供建议，事件发

生时为应急处置行动提供专业指导以及事件发生原因分析等。 

7.8 其他保障 

公司厂区设有进出道闸，可以进行有效的警戒和治安。必要时可以请求附近派出

所进行增援。 

8、监督管理 

8.1 应急预案演练 

8.1.1 演练的内容、范围、频次 

演练内容包括危险化学品泄露应急处置，火灾、爆炸及次生污染物应急处置，生

产工艺废气事故排放应急处置等。 

    演练形式包括现场演练和桌面演练。综合应急预案演练由安全管理部组织。综合

应急预案演练时应覆盖全公司范围，公司人员均参加应急救援演练。现场处置方案演

练由所在部门组织演练。综合应急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

演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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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的内容应包括制定演练计划和方案，演练准备、演练实施等，演练过程应形

成文字记录（附件 10.10  应急演练记录表）和影像记录。 

8.1.2 演练的评价、总结与追踪 

应急演练结束后，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各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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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指挥部对本次演练的目的、意义、过程、结果、

收获做出评价，并记录在案。 

通过演练评价，确定演练是否达到演习目标要求，检验各应急组织指挥人员及应

急响应人员完成任务的能力，发现应急救援体系、应急执行程序或应急组织中存在的

问题，发现和找出不足项、整理项和改进项，最终将预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年相关应急预案演练情况如下。 

演练

日期 

演练内容

及依据 
演练基本情况 演练效果 

演练存在的不足

和改进 

2017.6

.24 

甲类仓库火

灾的现场处

置，《甲类

仓库、储罐

现场处置预

案》 

模拟甲类仓库作业时发生泄漏，

进而起火，现场作业人员求援，

灭火，但未奏效，火灾扩大，现

场人员上报，并动用消防栓进行

灭火。火灾控制后，对产生次生

环境污染事故进行处置，使用沙

袋进行围堵，模拟向厦门市翔安

环境保护局报告。 

演练过程严谨有序，参演

人员基本能够认真履行

各自的职责，通过本次演

练，生产一线人员在对事

故进行处置的同时，对次

生的环境污染事故也进

行了处置措施。应急预案

演练的内容充分，可覆盖

实际要求。 

存在的不足应急沙

袋配备不足。 

2018.3

.21 

生产车间火

灾的现场处

置，《生产

车间现场处

置预案》 

模拟生产车间发生火灾，救援过

程产生大量的洗消废水，火灾得

到控制后，对产生的废水，进行

围堵收集。 

演练基本达到预期目的，

预案切实可行，通过演

练，使生产一线人员了解

了新建事故应急池用途、

操作，并在演练中得到检

验。 

存在的不足是应急

人员在演练过程

中，未佩戴个人防

护用品以及演练步

骤不够熟练等问

题，目前已针对此

类问题开展相应培

训。 

8.2 宣教培训 

8.2.1 培训内容 

为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能力，公司所有人员应认真学习本预案内容，明

确各部门、人员在事件发生时所承担的责任，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对周边群众应告

知危险物质的危害及避险方法。 

公司应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环保、消防等方面的日常培训以及应急培训，培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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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1）如何识别危险； 

（2）如何启动应急警报系统； 

（3）危险物质泄漏控制措施； 

（4）初起火灾灭火方法； 

（5）各种事件应急方法及事件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常识； 

（6）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7）人员的安全疏散； 

（8）对周边的宣传； 

（9）其他。 

8.2.2 培训方式 

培训采用公告宣传、事件讲座、内部上课交流、资质机构培训、外聘教师授课等

形式相结合；培训时间由安全管理部在编制年度培训计划时同时列入。 

8.2.3 培训要求 

（1）针对性：针对公司最有可能发生环境事件的原料、场所、岗位进行相应的教

育培训，要求岗位操作人员能熟练掌控本岗位的危险特性、隐患排查、初起事件控制，

并进行考核、记录和存档； 

（2）定期性：定期培训安全知识，定期举办应急救援设备的操作演练。 

为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能力，公司所有应急指挥部成员和各专业救援队

成员、全厂员工应认真学习本预案内容，明确在救援现场所担负的责任，  

应急培训纳入到公司年度培训计划和安全培训计划，主要包括应急预案学习、安

全知识培训、职业健康安全培训、部门班组安全活动、急救知识培训等。 

8.3 责任与奖惩 

8.3.1 奖励 

在事件应急救援行动中，有下列表现的部门和个人，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 

（2）防止或抢救事件有功，使公司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 

（3）对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后效果显著的； 

（4）对事件反应迅速，避免员工损伤、公司财产受损的； 

（5）其他符合嘉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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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处罚 

在事件应急救援行动中，有下列行为的部门和个人，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处罚，涉

及民事或刑事责任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置： 

（1）发现事件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 

（2）不服从应急总指挥或主管的命令，不配合其他救援人员执行应急救援工作的； 

（3）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物质的； 

（4）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和公司秩序，导致公司形象受损的； 

（5）其他符合处罚的情形。 

9、附则 

9.1 名词术语 

（1）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为迅速、有序的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

的行动方案。 

（2）应急准备：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为迅速、有序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

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3）应急响应：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4）应急救援：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事件危害，防止事件扩大或恶

化，最大限度的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5）重大事故：指工业活动的重大火灾、爆炸或毒物泄漏事故，并给现场人员或

公众带来严重危害，或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事件。 

（6）次生灾害：指由突发事件造成的周围环境、周围设施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

房屋破损，水管、燃气管道的破裂以及人员伤亡等。 

（7）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

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

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8）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

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

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9）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

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

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20 

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经专家评审合格，并经公司总经理批准后发布实施。 

本预案由预案编制小组（附件 10.9）负责制定、安环部负责解释。 

9.3 修订情况 

本预案于 2018年第一次制订，委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预案版本为第一版，2018 年 8 月 21 日组织开展了本预案的现场专家评审，评审意见和

结论附后。 

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对本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1）本单位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 

（2）相关组织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的； 

（3）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4）环境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变化的； 

（5）应急演练或实施后发现存在较大不符合项； 

（6）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9.4 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 2018 年 9 月 5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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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件 

10.1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另附） 

10.2 企业内部应急人员的职责、姓名、电话清单和外部单位联系电话 

10.2.1 公司应急救援联络名单、方式与 24 小时值班电话 

序号 姓名 职务/应急职责 手机 电话  

1 王阿忠 应急总指挥 13599819112 0592-7292620 总经理 

2 林旭东 应急副总指挥 13950157300 0592-7292180 副总经理 

3 张智军 应急办公室主任 13683185887 0592-7292173 总经理助理 

4 张雷吉 应急办公室成员 15960205371 0592-7292186 安环部经理 

5 陈致远 现场处置组组长 13275928707 

0592-7292322 

生产部经理 

6 王荣欣 现场处置组成员 13616039683 生产部 

7 曾小平 现场处置组成员 15959388706 生产部 

8 陈小扬 现场处置组成员 15860703021 生产部 

9 徐勇兵 现场处置组成员 15960857587 生产部 

10 郑春梅 应急保障组组长 18950131520 0592-7292186 人事部经理 

11 蔡英云 应急保障组成员 18060907897 
0592-7292186 

人事部 

12 林  晶 应急保障组成员 18859258558 司机 

13 叶士特 疏散警戒组组长 18559207836 

0592-7292186 

品质部经理 

14 陈  洲 疏散警戒组成员 18759225137 品质部主管 

15 陈首勇 疏散警戒组成员 15559122201 品质部 

16 杨惠贤 疏散警戒组成员 15159125898 品质部 

17 彭福气 疏散警戒组成员 15705966211 品质部 

18 陈志艺 通讯联络组组长 13860175985 

0592-7292327 

财务部经理 

19 林明珠 通讯联络组成员 18965154737 财务部 

20 许小彬 通讯联络组成员 15980802619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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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表 

部门 电话 

报警电话 110 

翔安区灾害应急救援中心 119 

医疗急救中心 120 

厦门市第一医院同民分院（同民医院） 7212608 

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 7614881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同安分站 7221092 

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400739792 

厦门东江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518216 

厦门市环保局 5182600 

翔安区安监局 3758069 

市安监局 2035555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管委会安委办 7083481 

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第三分局 7313289 

厦门紫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789826 

祥吴社区居委会 708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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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事件报告记录表 

主送单位：                                                年    月    日 

事件发生单 

位名称 
 

单位地址  

报告人姓名  联系电话  

事件设施名称： 

事件发生时间： 

事件发生地点： 

事件发生过程简介： 

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事件发生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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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经验教训及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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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厂区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图及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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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厂区平面布置图及应急疏散示意图 

10.5.1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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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应急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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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图 

 

 

 

 

 

 

 

 

 

 

 

 

 

 

 

 

 

 

 

 

 

 

 

 

 

 

 

 

 

 

 

 

 

 

 

 

 

 

 

 

 

 

 

 

 

 

 

 

 

是 

泄露、火灾、爆

炸等事故 

环境污染 
信息反馈 

判断响应
级别 

是 

现场处置 

现场隔离 

人员救助 

应急监测 

现场处置 

风向观察 

应急结束 

应急响应 

事态 

控制 

救援行动 

事故扩大 

申请增援 

否 

Ⅲ 

应急恢复 

ⅠⅡ级 

现场指挥到位 

救援人员到位 

通讯车辆保障 

应急物资调配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危废处置 

事故调查 

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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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序号 装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存放位置 保管人 电话 

1 消防防化服 套 4 应急物资专柜 吴海波 18559811310 

2 防毒口罩 个 20 应急物资专柜 吴海波 18559811310 

3 护目镜 个 20 应急物资柜 吴海波 18559811310 

4 自给式呼吸面罩 套 1 应急物资专柜 吴海波 18559811310 

5 
医药箱（备生理盐

水、眼药水） 
套 2 中控室，行政台 

蔡英云王

荣欣 

18060907897 

13616039683 

6 洗眼器 个 6 
成品仓库、车间门口，

罐区 
张雷吉 15960205371 

7 安全绳及警戒带 套 2 应急物资专柜 吴海波 18559811310 

8 室内消火栓 DN150 2 车间 张雷吉 15960205371 

9 可燃气体探测仪 固定式 12 车间、仓库、罐区 王荣欣 13616039683 

10 消防栓 20L/S 1 地上储罐区南侧 张雷吉 15960205371 

11 消防栓 5L/S 1 车间北门 张雷吉 15960205371 

12 消防栓 5L/S 1 车间北门 张雷吉 1596020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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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各种制度、程序、方案等 

序号 制度/程序/方案名称 版本/修改次 实施日期 

1 
《SN-C-EH-A-006 环境法律法规符合性监测

和测量控制程序》 
3.0 2018.3.1 

2 
《SN-C-EH-A-009 环境方针、目标指标和管

理方案管理程序》 
3.0 2018.3.1 

3 《SN-C-EH-A-017 安全教育培训程序》 3.0 2018.3.1 

4 《SN-C-EH-A-018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3.0 2018.3.1 

5 
《SN-C-EH-A-019 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

排查制度》 
3.0 2018.3.1 

6 《SN-C-EH-A-02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3.0 2018.3.1 

7 
《SN-C-EH-A-028 个人防护用品配置的管理

细则》 
3.0 2018.3.1 

8 《SN-C-EH-A-029 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 3.0 2018.3.1 

9 《SN-C-EH-A-030 急救和医疗程序》、 3.0 2018.3.1 

10 
《SN-C-EH-A-031 化学品泄漏应急反应程

序》 
3.0 2018.3.1 

11 《SN-C-EH-A-033 火灾应急反应程序》 3.0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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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预案编制人员清单 

人员 姓名 单位 部门 职务/职称 

编写人员 

张雷吉 

厦门首能科

技有限公司 

安环部 经理 

陈致远 生产部 经理 

叶士特 品质部 经理 

陈州 品质部 主管 

审核人员 王阿忠 总经理室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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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注：应急演练除要有预案、记录表外，还应有演练方案、演练照片、演练总结及详细的改进建议等。 

 

 

单位名称  演练日期 年    月    日 

演练类型  演练依据及地点  

演练总指挥  组织部门及责任人  

演练目的： 

演练过程： 

 

 

 

演练签到表： 

 

 

 

 

 

演练成果： 

 

 

 

 

 

 

演练评价： 

1、应急预案适宜性   □符合事故要求   □大部分符合，需完善  □不符合，需整改： 

 

 

 

2、演练内容充分性   □演练内容充分，可覆盖应急预案要求     □需改进，改进内容： 

 

 

 

3、演练是否存在不足 □演练无不足     □演练基本符合要求，但需完善 

□演练严重不足，需立即整改 

4、参演人员掌握程度 □完全掌握       □大部分掌握，需进一步加强  

□掌握人数很少，需立即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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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应急监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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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现场处置预案 

一、生产车间现场处置预案 

1、风险性分析 

危险源 特征 危害程度 事件发生征兆 

危险化

学品泄

漏、火

灾、爆

炸 

在正常作

业时间偶

尔发生事

故或事件。

危害一旦

发生能及

时发现。 

1、危险化学品或

洗消废水进入环

境，污染水源、大

气； 

2、造成人员中毒、

伤亡； 

3、对周围的设备

造成损坏及腐蚀。 

1、管道、阀门破裂或脱落； 

2、包装桶破损； 

3、液位计失效或读数异常； 

4、溶剂装卸过程中人员脱岗出现溶剂溢流、

冒罐； 

5、可燃气体探测仪动作，消防报警系统报警； 

6、遭遇明火、电焊火花、雷击、人为放火、

静电火花； 

7、作业场所通风不良，有机废气累积； 

8、未使用防爆工具，防爆开关、按钮防爆性

能减退或线路老化、短路； 

9、操作失误，未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10、闻到烧焦味，可燃气体探测仪报警。 

2、信息报告 

 

 

 

 

 

 

 

 

 

 

 

 

事件发生后，发现人立即呼唤附近其他同事，采取堵漏措施，向现场负责人

报告事件状况。现场负责人下达停止作业命令，迅速组织、指挥现场附近人员，

形成第一救援力量进行初期救援，指定专人向生产部经理报告事件情况。生产部

经理接到事件报告后，赶赴现场，立即组织其他人员形成第二救援力量投入救援，

指挥现场处置，负责向相关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报告事件。 

生产现场负责人 

生产部经理 

13275928707 

副总经理 7292180 

安环部 

15960205371 

总经理 7292620 

较大、重

大事件 

第一发现人 现场处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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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接到爆炸、大规模火灾或重大环境事件报告后，应在 30 分钟内，向

翔安区灾害应急救援中心、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翔安区安监局等有关部门报

告，联系电话见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10.2.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表。 

3、应急处置措施 

针对危险化学品泄露事件，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项目 处置措施 

人员救护 

皮肤接触：脱去受污染的衣物，使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引导至车间洗眼器，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联系就医。 

受伤或吸入中毒：转移受伤、中毒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联系送医，

受伤严重、呼吸困难或中毒昏迷的，紧急呼叫医疗急救中心，送医。 

工艺操作 关闭设备，关闭泄露源的阀门。下达停止作业命令。 

事件控制 

使用砂土、棉布等材料进行围堵，防止泄露物扩散。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知维修人员对泄露管道、阀门进行修复。 

清除存在的火源、火种，并准备灭火器材，做好预防起火准备工作。 

在发生点外围设置警戒线，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车辆靠近。 

现场恢复 

清理现场泄漏物、受污染的堵漏物资，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开

展现场通风，做好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持续监测工作，直至浓度低于职业健康

接触浓度的上限，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复，现场检查确认，直至满足

安全生产条件。 

针对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项目 处置措施 

人员救护 烧烫伤：转移烧烫伤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立即联系送医。 

工艺操作 
关闭设备，关闭起火点附近的溶剂管道阀门。下达停止作业命令。使用干粉

灭火器进行灭火。 

事件控制 

处设置警戒线，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车辆靠近。 

补充灭火器材，对起火物资进行灭火，转移未起火物资。 

指定专人联系切断火场电源。 

安排人员开启附近消火栓，铺好水带，连接水枪，准备使用消防水进行灭火

和火场降温。 

火势扩大超出部门控制能力时，现场救援人员开启起火点附近的消防水枪，

对事件周围形成雾状水幕隔离和降温。其余人员撤出起火区域，转而准备沙

袋，设置围堵区域，必要时，启用事故应急池，防止洗消废水外排造成次生

环境污染。 

现场恢复 

利用车间、仓库围堰或厂区 389m3 事故应急池收集现场洗消废水，并委托有

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开展现场通风，做好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持续监测

工作，直至浓度低于职业健康接触浓度的上限，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

复，现场检查确认，直至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4、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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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具； 

◆不可将消防水直接向现场喷射，以防泄漏溶剂随水流扩散，现场严禁使用

易产生火花工具、容器，严禁携带任何火种； 

◆随时注意风向变化，保持救援人员应保持在事件的上风或侧风方向； 

◆必要时委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空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进

行监测，当易燃易爆气体含量百分比达到爆炸下限的 50%时，现场救援负责人应

下达撤离命令； 

◆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上风向或侧风向，同时应距

火点 3 米外对准火焰根部进行喷射。使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消防栓时，应由两

人进行操作； 

◆火灾处置应抓住有利时机，尽量在火灾的初起阶段进行灭火，防止事件扩

大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避免产生大量的洗消废水； 

◆如事件有进一步扩大，现场指挥者应及时作出撤退命令，救援人员应分批

撤离或全部撤离事件现场，转用消防水冷却火场周围； 

◆对烧烫伤的处理，严禁挑破水泡，不得在烧烫伤部位敷涂物品，应立即联

系送医； 

◆使用过的吸附材料应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利用车间的围堰收集消防废水，并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确保

事件救援用水清净下水。 

二、甲类仓库、储罐现场处置预案 

1、风险性分析 

危险源 特征 危害程度 事件发生征兆 发生区域 

危险化

学品泄

漏、火

灾、爆

炸 

在正常

作业时

间偶尔

发生事

故或事

件。危

害一旦

发生能

及时发

现。 

1、危险化学

品或洗消废

水进入环境，

污染水源、大

气； 

2、造成人员

中毒、伤亡； 

3、对周围的

设备造成损

坏及腐蚀。 

1、管道、阀门破裂或脱落； 

2、包装桶破损； 

3、液位计失效或读数异常； 

4、溶剂装卸过程中人员脱岗导致储罐出现溶剂溢

流、冒罐； 

5、可燃气体探测仪报警； 

6、遭遇明火、电焊火花、雷击、人为放火、静电

火花； 

7、未使用防爆工具，防爆开关、按钮防爆性能减

退或线路老化、短路； 

8、操作失误，未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9、闻到烧焦味等异味。 

甲 类 仓

库、储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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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报告 

 

 

 

 

 

 

 

 

 

 

 

 

 

事件发生后，发现人立即呼唤附近其他同事，采取堵漏措施，向仓库管理人

员报告事件状况。仓库管理员下达停止作业命令，迅速组织、指挥现场附近人员，

形成第一救援力量进行初期救援，指定专人向生产部经理报告事件情况。生产部

经理接到事件报告后，赶赴现场，立即组织其他人员形成第二救援力量投入救援，

指挥现场处置，负责向相关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报告事件。。 

总经理接到爆炸、大规模火灾或重大环境事件报告后，应在 30 分钟内，向

翔安区灾害应急救援中心、厦门市翔安环境保护局、翔安区安监局等有关部门报

告，联系电话见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10.2.2 外部应急联系方式表。 

3、应急处置措施 

针对危险化学品泄露事件，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项目 处置措施 

人员救护 

皮肤接触：脱去受污染的衣物，使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 

眼睛接触：引导至车间洗眼器，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联系就医。 

受伤或吸入中毒：转移受伤、中毒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联系送医，

受伤严重、呼吸困难或中毒昏迷的，紧急呼叫医疗急救中心，送医。 

工艺操作 关闭设备，关闭泄露源的阀门。下达停止作业命令。 

事件控制 

使用砂土、棉布等材料进行围堵，防止泄露物扩散。 

必要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知维修人员对泄露管道、阀门进行修复。 

清除存在的火源、火种，并准备灭火器材，做好预防起火准备工作。 

在事件点外围 50 米处设置警戒线，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车辆靠近。 

仓库管理员 

生产部经理 

13275928707 
 

第一发现人 现场处置人员 

副总经理 7292180 

安环部 

15960205371 

总经理 7292620 

较大、重

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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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恢复 

清理现场泄漏物、受污染的堵漏物资，移交安环部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

化处置。开展现场通风，做好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持续监测工作，直至浓度低

于职业健康接触浓度的上限，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复，现场检查确认，

直至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针对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项目 处置措施 

人员救护 烧烫伤：转移烧烫伤人员至户外空气清新处，静卧，立即联系送医。 

工艺操作 
关闭设备，关闭起火点附近的管道阀门。下达停止作业命令。使用干粉灭火

器进行灭火。 

事件控制 

设置警戒线，安排警戒人员，防止无关人员、车辆靠近。 

补充灭火器材，对起火物资进行灭火，转移未起火物资。 

指定专人联系切断火场电源。 

安排人员开启附近消火栓，铺好水带，连接水枪，准备使用消防水进行灭火

和火场降温。 

火势扩大超出部门控制能力时，现场救援人员开启起火点附近的消防水枪，

对事件周围形成雾状水幕隔离和降温。其余人员撤出起火区域，转而准备沙

袋，设置围堵区域，必要时，启用事故应急池，防止洗消废水外排造成次生

环境污染。 

现场恢复 

利用车间、仓库围堰或厂区 389m3 事故应急池收集现场洗消废水，委托有资

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开展现场通风，做好易燃易爆气体浓度持续监测工

作，直至浓度低于职业健康接触浓度的上限，开展设备、管道、阀门的修复，

现场检查确认，直至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4、注意事项 

◆救援人员应佩戴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用具； 

◆不可将消防水直接向现场喷射，以防泄漏溶剂随水流扩散，现场严禁使用

易产生火花工具、容器，严禁携带任何火种； 

◆随时注意风向变化，保持救援人员应保持在事故的上风或侧风方向； 

◆必要时委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空气中的易燃易爆气体浓度进

行监测，当易燃易爆气体含量百分比达到爆炸下限的 50%时，现场救援负责人应

下达撤离命令； 

◆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上风向或侧风向，同时应距

火点 3 米外对准火焰根部进行喷射。使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消防栓时，应由两

人进行操作； 

◆火灾处置应抓住有利时机，尽量在火灾的初起阶段进行灭火，防止事故扩

大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避免产生大量的洗消废水； 

◆如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现场指挥者应及时作出撤退命令，救援人员应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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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或全部撤离事故现场，转用消防水冷却火场周围； 

◆对烧烫伤的处理，严禁挑破水泡，不得在烧烫伤部位敷涂物品，应立即联

系送医； 

◆使用过的吸附材料应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利用罐区阻火堤、仓库围堰收集消防废水，并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

处置，确保事故救援用水清净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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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一版） 

编制说明 

一、编制过程概述 

《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一版）依据《福建省

环保厅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应急[2013]17

号）附件 1 编制要点于 2018 年 8 月份完成编制。 

近年来，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出现较大的更新修订，2015 年、2016

年分别实施了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同时环保部先后发布实

施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环办[2014]3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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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2014 年）、《企业事业

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8]8 号）等

一系列环境应急方面的部门规章，环境应急工作有了新规定、新要求，结合公司

环保工作实际情况，2018 年 7-8 月份，公司委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

环境风险评估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 

二、重点内容说明 

预案的制定情况主要如下。 

1、编制依据 

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出现较大的更新修订，2015 年、2016 年分别

实施了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两部环保领域的基本大法对环

境应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环保部 2014 年颁布实施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评估指南》（环办[2014]34 号）规定生产、使用、存储或释放涉及突发环境事件

物质的企业应当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并对评估的程序、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2018

年发布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对企业环境风险

分级进行了新的规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不再执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的附录 A 和附录 B。环保部 2018

年印发实施了《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

办应急[2018]8 号）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备案也做出了

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企业环境应急预案一般应以现场处置预案为主，有针对

性地提出各类事件情景下的污染防控措施，明确责任人员、工作流程、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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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应急处置卡上”。根据上述规定，本预案的编制主要按照《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8]8 号）有关编

制要点的规定为依据。 

2018 年，公司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评估委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完成，公司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一般-大气（Q0-M2-E1）+一般-水

（Q0-M2-E3）]”，主要存在的环境风险为大气环境风险，包括危险化学品泄漏、

火灾爆炸等造成的对环境和周围敏感目标的不利影响。 

2、应急组织人员 

近年来，公司为适应发展需要，对公司机构人员进行了适当调整，同时为了

保持事故应急工作的一致及便于学习掌握预案，明确事故应急情况下各自职责，

本预案应急组织体系与《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相同。 

3、加强内部部门、公司与外部的衔接、联动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

应急[2018]8 号）要求，预案在内部信息传递、上报，到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其

环保主管部门，申请社会力量支援，以及与周边企业、社区的联动、资源共享等

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描述、规定。程中，着重对危险化学品泄露、火灾、爆炸引

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内容进行细化，并针对上述环境事件风险源编制了

现场处置方案。 

4、环境应急设施的梳理完善 

本预案开展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梳理公司已有应急资源，并与周边企业建立

了联动共享机制，形成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同时查找不足之处，对应急设备

设施进行完善，确保紧急情况下，应急物资充足，将突发环境事件带来的损失控

制到最低。 

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预案制订过程中，吸取了近两年来组织的各类应急演练经验，对存在的不足

进行了完善。预案初稿制定后，公司组织了内部评审，评审人员包括公司主要负

责人以及生产、仓储、研发、机修等一线岗位人员、厦门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等，他们对预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预案编制组根据意见进行了修

订，修订情况体现在第二部分重点内容说明。 

四、评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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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基础上，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组织外部专家进行现场评审并获得

通过，针对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和意见，预案编制组按照要求进行修订并提

交专家组组长确认，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修订情况的确认函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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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公司最终修订后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公司总经

理签署发布实施，并提交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实施备案。 

 

 

 

 

 

 

厦门首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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