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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正确、快速、高效的

处理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事件，规范和加强公司环境污染事件的应

急处置，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事件及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保证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秩序，维护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

生态环境，制定本预案，本预案需每三年修订一次。本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责任

主体为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监督责任主体为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1.2编制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 12月 26日，2014年 4月修订，

2015年 1月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8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69号）；

（3）《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环发〔2009〕130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 4月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2月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 4月 1日施行）；

（7）《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 10月 1日起施行）；

（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4）；

（9）《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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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8日；



2

（11）《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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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环〔2015〕99号）；

（12）江门市环境保护局【转发环境保护办公厅《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江环函〔2018〕165号）；

（13）《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

的通知》（环办应急[2018]8号）；

（1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第 34号）；

（15）《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粤府办[2008]36号）；

（16）《广东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技术指南》（粤环办

函〔2016〕148号）；

（17）关于《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的通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

年 3月 19日印发）；

（18）《广东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

（19）关于发布《广东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

的通知（粤环办〔2020〕51号）；

（20）《江门市新会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2.2主要文件资料

（1）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2012

(网址 http://wwwapps.tc.gc.ca/saf-sec-sur/3/erg-gmu/erg/ergmenu.aspx)；

（2）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3）《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4）《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新环建

[2000]441号）、《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

（新环建[2003]518号）、《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批复（新环建[2007]97号）、《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其批复（新环建[2010]8号）、《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扩建包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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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仓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新环建[2015]168号）；

（5）企业提供的其它资料。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区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

警、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超出本应急预案应急能力和应急区域的，本预案与江门

市新会区发布的其他应急预案衔接，当上级预案启动后，本应急预案作为辅助预案

执行。本预案不适用非突发环境事件，不适用于其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不适

用安全事件与职业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

1.4工作原则

树立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

针。建立健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属地负责、职责明确、运转高效的

突发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坚持以人为本，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特

别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为本预案的主要目标。加强环境污染事件危险

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做到快速反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本预案遵循“预防为主、减少危害，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企

业自救、属地管理，整合资源、联动处置”等原则为主要工作原则。

1.5事件分级

本预案属企业级环境应急预案，根据我公司风险源及风险事件危险程度等特点，

将环境污染事件分为三级：

1、社会级环境事件（一级）

社会级环境事件（一级）是指事件影响范围超出厂区，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到企

业周边地区，特别是周边保护目标、敏感点等，引起环境污染，需要调动社会的资

源进行响应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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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以下事故时，定义为社会级环境事件（一级）

a. 发生火灾事故时，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以及消防废水夹化学品/槽液/

危废等通过雨水管网排至外环境中，对周边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b. 遇严重汛涝自然灾害时，洪水携带化学品/危废等越过厂界，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c.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到周围社会的。

2、公司级环境事件（二级）

公司级环境事件（二级）是指事件影响范围超出事发车间、仓库及辅助设施，

没影响到厂区外；同时公司内部应急救援力量能够有效应对处置；

当发生以下事故时，定义为公司级环境事件（二级）

a. 应急处理设施故障，造成厂区内的环境受到污染，影响范围波及全厂，

但未扩散到厂外的事故；

b. 发生大型火灾，产生的消防废水携带化学品/槽液/危废等控制在厂区范

围内；

c. 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污水管网破裂；

d.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到全厂。

3、车间级环境事件（三级）

车间级环境事件（三级）是指事件影响范围局限于事发车间、仓库或辅助设施，

没影响到车间（单元）外，同时车间、仓库利用自身应急力量可以较易控制。

当发生以下事故时，定义为车间级环境事件（三级）

a. 小型火灾，影响范围局限在车间、仓库内；

b. 化学品、油品在暂存过程中因包装物破裂，发生泄露，泄露范围局限在

化学品仓/油品仓/车间内；

c. 危废仓内危废发生泄露；

d. 员工在操作过程/生产过程中可能导致化学品、槽液等的泄漏；

e. 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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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企业应急预案体系与联动

1、公司内部应急预案体系

本应急预案作为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及处置救援的指导性文件，与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应急预案内容相互协调，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公司突发环境、

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体系，以确保在发生事故或各类突发事件时能够按照预案体系

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从而保障本公司及周边人员、财产以及区域环境的安全。

2、本应急预案与外部联动机制

本应急预案应强化与周边企业、市级三级联动的响应计划。本应急预案与江门

市新会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相衔接，当突发环境事件处于本公司能力

可控制范围内时，启动本应急预案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处置，并按照程序向江门市

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报告；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了本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立即

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请求支援，应急指挥权上交，本公司应急力量积极全

力配合；同时，也可立即联系周边企业及社区，借助周边企业、社区的应急设施、

设备等应急资源及力量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处置。相关部门、周边企业及社区等的

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二。通过上下、友邻的通力配合，确保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

源将事件影响、污染水平、公司损失降至最低。应急预案关系如图 1.6-1 所示。

图 1.6-1 本公司与外部应急预案关系图

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江门市新会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专项预案

公司安全应急预案

公司消防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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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基本情况

2.1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司前工业开发区（司前镇益兴

路 30号），其用地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2.510016°，东经：112.842107°，主要

从事不锈钢家用锅、餐盆、餐厅锅、喷涂锅等的生产，年产家用锅 120万件、餐盆

10万件、餐厅锅 60万件、喷涂锅 80万件。项目占地面积 148000平方米，建筑面

积为 110000平方米，配有员工 650人，在厂内食宿，年工作时间 330天，每天 8小

时。

项目的其他内容详见《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

告》中“3.1.1 企业基本信息”内容。

2.2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项目周边主要存在司前镇街办、石步村、兴簧村等居民敏感点以及附近河涌、

大六冲等地表水敏感点，其分布情况见 13.8，详细分布图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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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风险评估

3.1风险识别

根据《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企业风险

物质及风险单元如下表所示。

表 3.1-1 风险物质识别结果

物质名

称
毒性 易燃性

识别结果

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技术

导则 HJ／
T169-2018附录

A.1

危险化学

品名录

（2015版）

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辩识
GB18218-201

8

企业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等级分级

方法HJ941-2018

不粘涂

料（水

性底

油）

有毒 不燃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不粘涂

料（水

性面

油）

有毒 不燃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不粘涂

料（水

性中

油）

有毒 不燃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磷酸

（85%
）

LD50:
1530m
g/kg

（大鼠

经口）

-- 第三部分有毒

液态物质
7664-38-2 不属于

第三部分有毒液

态物质

硫酸

（98%
）

LD50：
2140
mg/kg(
大鼠经

口)

-- 第三部分有毒

液态物质
7664-93-9 不属于

第三部分有毒液

态物质

氢氧化

钠
-- -- 不属于 1310-73-2 不属于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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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液 --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脱脂粉 有毒 -- 不属于 不属于 不属于 不属于

稀释剂 有毒 易燃

第八部分中健

康危害急性毒

性物质

属于 属于

第八部分中健康

危害急性毒性物

质

硝酸

（97.2
%）

有毒 -- 第三部分有毒

液态物质
7697-37-2 不属于

第三部分有毒液

态物质

盐酸

（36%
）

LD50：
2140
mg/kg(
大鼠经

口)

-- 第三部分中有

毒液态物质
7647-01-1 不属于

第三部分中有毒

液态物质

水性油

墨
-- --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光亮剂 -- --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氯化石

蜡的替

代物料

-- --
第八部分中危

害水环境物质

（慢毒 2）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中危害

水环境物质（慢

毒 2）

抗磨液

压油
不燃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机油 可燃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白矿油 不燃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黄油 不燃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柴油 可燃 --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

的油类物质

不属于 不属于

第八部分 其他

物质及污染物的

油类物质

表3.2-2 风险单元辨识过程

序号 风险单元 风险物质 风险类别

1
生产

车间

电抛光工序 各化学品、槽液

泄露、火灾、大气污染
各清洗线 各化学品、清洗槽液

化学品、油品临

放处
各化学品、各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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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过程 各化学品、各油品

电线路等
火灾产生的事故废水、废

气
火灾、二次污染（水污染）

2 化学品仓、油品仓 各化学品、各油品 泄露、火灾、大气污染

3 污水处理设施及管道 生产废水 泄露、水污染、土壤污染

4 废气处理设施 颗粒物、酸雾 大气污染

5 危废仓 各危废 泄露、火灾

6 应急设施失灵 事故废水 水污染

7 自然灾害
各化学品、各油品、各危

废

泄露、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水污染

3.2最大可信事故

根据上述分析，本项目最大可信事故为：化学品泄露及泄漏燃烧导致对外环境

造成污染。

3.3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根据《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可知，企业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企业突发水环境事件环

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因此，企业突发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

风险等级”，即“一般[一般-大气（Q0）+一般-水（Q0]”。

企业近三年内有相关处罚记录，需在已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基础上调

高一级。故企业突发环境风险等级示为“较大[一般-大气（Q0）+一般-水（Q0）]”。

3.4应急能力评估

一、内部应急能力

（1）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已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包括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废物处理的管理、

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明确各个生产车间、办公区部等各部门的环境职责、权限。企

业现已制定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应急设施、物资储备管理制度、防火、防暴、防泄

漏制度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奖惩制度等，加强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

（2）企业应急预案情况

企业编制《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应对突

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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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物资情况

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备有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处

理处置物资、截流收容设施等，详情见 12.4企业应急物资。

（4）应急组织机构

在本预案中，设有应急指挥部和应急专业队伍，组成企业的应急组织体见图

4.1-1，成员组成见 12.1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联系电话。

二、外部应急能力

企业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企业内部以及政府机构的应急救援力量，

尚未与外部企业建立起应急互救的关系。增强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联动十分必要。现有外部救援能力情况见 12.2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综上所述，目前企业已经在安全、环保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

组织机构，在应急组织机构的建立上突出加强了对环保的管理和抢险工作。在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总指挥下设应急处置组、应急保障组、应急监测组等机构，配备有环

保管理人员，站内配备了足够的应急抢险物质，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及周边近邻企

业、单位加强联系互动，定期进行环境应急处理的实战演练，因此，本企业环境应

急资源基本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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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机构和职责

4.1应急组织机构体系

公司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机构，其组织架构如图 4.1-1，具体人员名

单详见附件 13.1。

图 4.1-1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机构框架图

4.2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

4.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总指挥职责

（1）负责组织指挥全厂的应急救援工作；

（2）配置应急救援的人力资源、资金和应急物资；

（3）向政府各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及处置情况；

（4）启动和终止应急预案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综
合
协
调
组

现
场
处
置
组

应
急
监
测
组

应急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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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编制和修编预案

（6）组织培训和演练

（7）配合、协助政府部门做好事故的应急救援。

2、副总指挥职责

（1）总指挥不在现场时，担任总指挥工作。

（2）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3）协助总指挥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处置工作。

（4）负责灭火、警戒、治安保卫、疏散、道路管制工作。

（5）协助总指挥负责工程抢险、抢修的现场指挥。

（6）负责现场医疗救护指挥及中毒、受伤人员分类抢救和护送转院工作。

3、应急指挥部组员职责

（1）负责公司范围内公司应急Ⅰ、Ⅱ级响应的宣布和指挥公司应急Ⅲ级响应的

事后情况了解。

（2）负责公司范围内公司应急Ⅰ级响应的对外联络和对外信息发布及外部单位

的接待。

（3）负责平时应急物资、器材和设施的配备和检查，保障有效性。

（4）负责公司综合性应急准备与响应控制程序有效性的验证和修订。

（5）负责组织或配合政府部门和上级公司进行突发环境事故的调查工作。

4.2.2 工作组职责

突发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应急监测、现场处置、技术专家 4个

工作组：

1、综合协调组

职责：（1）负责接警和通知、警报和紧急公告；（2）了解、收集和上传下达

有关信息，联络有关部门和单位，协调各工作组和各方面的应急处置工作；（3）负

责现场治安、交通秩序维护，设置警戒，组织指导疏散、撤离与增援指引向导；（4）

根据公司应急指挥部指示将事故现场及周边指定区域的非事故救援人员全部疏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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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安全区域，清点和核对疏散人数，及时将疏散情况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或其

下设的公司现场应急指挥中心；（5）负责应急值守，及时向总指挥报告现场事故信

息，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接受和传达政府有关部门关于事故救援工

作的批示和意见，协调各专业组有关事宜；（6）按总指挥指示，负责与新闻媒体联

系；（7）接受现场反馈的信息，协调确定医疗、健康和安全及保安的需求；（8）

为建立应急指挥部提供保障条件；（9）向周边单位社区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

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10）保障紧急事件响应时的通讯联络，定期核准对外联络

电话；（11）负责伤员生活必需品和抢险物资的供应运输。

2、应急监测组

职责：（1）负责跟进环境污染物的监测、分析工作；（2）负责污染物的应急

处理方案的设计，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对环境的危害；（3）负责协调事故现场监测

工作及事故原因的分析，处置工作的技术问题的解决；（4）协助上级部门应急监测；

（5）协助有资质检测单位对现场进行采样监测。

3、现场处置组

职责：担负本公司各类事故的救援及处置和泄漏防污染抢险及洗消，负责公司

事故应急救援任务。事故废水的收集以及后期的委外处理。

4、技术专家组

职责：负责对突发环境、安全事故的危害范围、程度、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估，

为现场应急办公室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与返

回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现场应急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4.3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

1、公司所属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环保与安全规章制度，严格实施安

全、环保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或上报。

2、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故迹象或在事故初期（如火灾初期、化学品等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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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扑救，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同时向应急管理办公室

报告。

3、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过程中，各部门应积极配合，为应急人员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必要时主动将本部门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

4、公司全体员工人人均有及时报告环境、安全事故隐患，积极参与各种应急演

练活动之职责。

5、突发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外部媒体的信息发布，其他人员均不得发布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

4.4企业外部救援资源

企业外部救援资源主要是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等救援机构，详见表

4.4-1。

表 4.4-1 企业外部救援资源一览表

序号 报警对象 联络电话

1

政府部门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12369/0750-6109011

2 司前镇环办 0750-6588890

3 司前镇政府 0750-6577819

4 其他应急电话 110、119、120

5 应急检测公司 广州三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13929001328

6
危废公司

韶关鹏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751-2881388

7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360022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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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防与预警

5.1预防

5.1.1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公司严格执行各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的要求，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

弃物的排放均满足环评批复要求，并按照环评及批复文件的要求落实各项环境风

险防控和应急措施要求。

企业已建立一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已落实。但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

制度等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尚待完善，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1）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测、预警、监测工作；

2）制定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预案演练；

3）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人员进行有关应急处置的培训；

4）收集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发展及处置的有关信息，掌握动态，适时分析，

实施各项预防控制措施；

5）明确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人或责任机构，定期巡检和维护责任

制度。

企业通过对员工进行突发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加强员工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认识，

了解事件发生后对环境危害后果及防护措施等。通过开展对应急设施和物质的使用

培训，提高职工应急处置能力。

5.1.2环境风险防控

1、厂区设计、布局防范措施

（1）厂区布置

在厂区布置方面，整个厂区设有相对完善的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和消防设施等，

消防工程经验收基本达到《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的要求，具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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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企业除了配备必要的疏散指示标志、消防栓、消防沙等设施，同时在厂区内

设有消防泵，能够满足火灾事故情况下消防用水需要。

厂区划出专用车辆行驶路线、严禁烟火标志等并严格执行；在厂区总平面布置

中配套建设应急救援设施、救援通道等防护设施。按《安全标志》规定在装置区设

置有关的安全标志。

（2）建筑安全防范

根据火灾危险性等级和防火、防爆要求，建筑物的防火等级均采用国家现行规

范要求的耐火等级设计，满足建筑防火要求。

根据生产装置的特点，在生产车间按物料性质和人身可能意外接触到有害物质

而引起烧伤、刺激或伤害皮肤的区域内，设置救援药箱，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

防护用品。

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应急无关人员应听从现场疏散人员的指挥，根据所在区域

的空间布局情况，选择最安全可靠的路线迅速撤离事发区域。

2、环境风险源监控

厂长是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公司对危险点的监控主要体现在人

员监控上，对于公司的危险源如生产车间、仓库、危废仓、污染物处理设施等每天

均有专门负责人对其进行巡视检查，一旦发现泄漏，即会立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

置，以免事故扩大化。

3、化学品等储存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中要求，在贮存和使用化

学品等的过程中，公司做到以下几点：

①配备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库房及场所设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必须配备可

靠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②原料入库时，严格检验物品质量、数量、包装情况、有无泄漏。入库后采取

适当的养护措施，在贮存期内，定期检查，发现其品质变化、包装破损、渗漏、稳

定剂短缺等，及时处理。并配备相应灭火器。装卸和使用危险化学品时，操作人员

根据危险性，穿戴相应的防护用品。使用化学品等的过程中，泄漏或渗漏的包装容

器应迅速移至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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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配置沙袋和适当的空容器、工具，以便发生泄漏时收集溢出的物料；

④厂区内排口设置漫坡，杜绝发生泄漏事故时污染物直接排入市政管网，避免

对纳污水体的影响。

4、工艺和设备、装置方面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设备和装置的安全主要是控制好温度和压力下，企业要求加强员工操作规范，

防止事故发生；

②进入厂区人员应穿戴好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如安全帽等。同时工作服达到“三

紧”，女职工的长发要束在安全帽内，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操作电气设备的电工

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并有监护人。

③涉及到液体的化学品均设置了防泄漏托盘。

5、电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电气设计均按安全要求选择相应等级的防腐型和户外级防腐型动力及照明

电气设备。根据车间的不同环境特性，选用了防腐、防水、防尘的电气设备，并设

置防雷、防静电设施和接地保护；

②供电变压器、配电箱开关等设施外壳，除接零外还设置了可靠的触电保护接

地装置及安全围栏，并在现场挂警示标志。

③在生产装置和储存仓库区设置应急无线电通讯和呼救装置，一旦事故发生，

可迅速与外界取得联系，获得救援。

6、消防及火灾报警系统及消防废水处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根据火灾危险性等级和防火、防爆要求，建筑物的防火等级均采用国家现行

规范要求按一、二级耐火等级设计，满足建筑防火要求。凡禁火区均设置明显标志

牌。安全出口及安全疏散距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的要求；

②消防水是独立的稳高压消防水管网，消防水管道沿装置及辅助生产设施周围

布置，在管道上按照规范要求配置消火栓及消防水炮；

④火灾报警系统：全厂采用电话报警，报警至消防局。根据需要设置报警装置。

火灾报警信号报至中心控制室，再由中心控制室报至消防局；

⑤公司厂区内现有 3个事故应急池，事故情况下消防废水进入事故应急池及厂

区内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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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事故结束后，委外处理。

7、废气事故排放的防范措施

①各生产环节严格执行生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设备的检修及保养，提高管

理人员素质，并设置机械事故应急措施及管理制度，确保设备长期处于良好状态，

使设备达到预期的处理效果；

②现场作业人员定时记录废气处理状况，如对废气处理设施的循环水系统、抽

风机等设备进行点检工作，并派专人巡视，遇不良工作状况立即停止车间相关作业，

维修正常后再开始作业，杜绝事故性废气直排，并及时呈报单位主管。待检修并确

认无障碍后生产车间方可生产。

8、废水处理设施故障的防范措施

①各生产环节严格执行生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设备的检修及保养，提高管

理人员素质，并设置机械事故应急措施及管理制度，确保设备长期处于良好状态，

使设备达到预期的处理效果；

②现场作业人员定时记录废水处理状况，如对废水处理设施的各池体等设备进

行点检工作，并派专人巡视，遇不良工作状况立即停止车间相关作业，维修正常后

再开始作业，杜绝事故性废水直排，并及时呈报单位主管。待检修并确认无障碍后

生产车间方可生产。

9、化学品等泄漏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一旦发生泄漏，立刻堵住泄漏处，同时用沙或其他材料吸收地面外溢化学品

等；

②一旦发生泄漏，化学品首先经公司在化学品仓进出口设置的围堰截留在仓内，

再进行后续处理；

③泄漏控制后及时清理地面，残留化学品采用中和、清洗剂清洗等方法以消除

泄漏点残留毒性；

④万一泄漏物较多，进入排水系统，应及时堵塞排水系统，防止化学品进入地

表水体。然后采用上述方法进行清理。为此应在辅料仓库附近排水沟旁放置沙袋、

沙土，以防发生泄漏时堵塞排雨系统之用；

⑤考虑到泄漏过程可能伴有有机溶剂挥发泄漏等因素，参加应急处理的人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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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带口罩、胶皮手套等防护措施。

⑥生产车间临时摆放的化学品等，均需放置在防泄漏托盘中。

10、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公司设有专门危险废物存放地，针对不同的固体废物采取隔间储存，并设立

标识；

②固体废物存放地已作好防渗措施，防止残余液渗入地表；

③危险废物存放地门口设有围堰，防止泄漏的残余液外排；

④固体废物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减少环境危害。

11、自然灾害等的防控措施

在接到台风暴雨的预警信号，明确项目生产车间是否处于安全的状态，并及时

作出应对措施。

企业日常生产期间，需定期疏通厂区雨水管网，清楚杂物等，以保证出水畅顺，

特别是雨季前，防止雨水出水不及时，浸泡厂区。

5.1.3应急物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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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基础，公司

制定了应急物资管理制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将应急物资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存放，

并由指定员工负责管理。

应急处理办公室组员有责任对应急物资、器材和设施的配备进行日常检查，并

保障其有效性。检查结果定期向应急总指挥汇报。若发现应急物资、器材和设施存

在缺失、破损、老化等缘故不能正常使用，检查人员应立即向应急总指挥反映情况，

并由总指挥组织统一购买。

应急阀门需定期转动，并添加润滑油，以保证应急阀门的可操作性能；应急池

需定期观察是否存在积水或者裂缝等，若存在积水需及时清理，存在裂缝应及时缝

补；其他应急物资定期清点，保证其在有效期内以及补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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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措施

1.风险排查的任务和要求

1）风险排查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是各级领导的重要职责，在组织

各项生产活动时，都要认真检查安全工作。

2）风险排查的任务是查明和发现各种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督促整改、监督各项安

全管理制度的落实，制止“三违”，做好防范和风险整治工作。

3）风险排查工作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具体计划。

4）风险排查组织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各级领导负责和有关职能人员参加，做到边

检查边整改，并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2、风险整治措施

1）风险隐患是指设施、环境和劳动组织等方面不符合环境规定的缺陷和问题。

这些缺陷和问题危及环境安全和周边敏感点，可能引起环境事故。必须及时进行整

改。

2）企业对内部风险整治工作负全面责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使作

业场所和各项设施符合有关环境安全规定。

3）企业要建立隐患检查、登记、整改、销案制度，凡属已经发现而又不能迅速

消除的隐患，均要逐项登记，联系有关单位安排整改。

4）重大隐患实行归口申报处理制度。发现重大隐患应首先采取临时性防护措施，

并通知各专业单位进行整改，同时报环境管理部门备案。

5）急需整治的重大风险隐患。为了不影响环境安全，可直接报送环境管理部门，

由其安排有关单位立即实施风险整治工作。风险整治工作由使用单位检查、督促，

环保主管负责协办、督办。

6）发现隐患，填报《风险整治通知单》，提出整改意见，并有专人配合该项整

改工作。整改工作结束，由隐患所在单位验收，报环境管理部门销案。

5.2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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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预警条件、方式和方法

1、预警条件

若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应急办

公室同应急专家讨论后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后，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和各

单元负责人通报相关情况，提出启动相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警的建议，然后由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确定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2、预警方式

预警的方式主要为：一是职工各级环境安全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二是监控报

警系统的完好及时有效，在发生泄漏或污染物排放超标后第一时间能发出报警信号。

3、预警方法

预警的方法主要按照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

为三级，分别为三级、二级和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主要通过巡查、摄像头、台

风暴雨预警等方式获得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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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附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单位通报。

5.2.2预警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预警分为三级，预警级

别由高到低，分别区一级、二级、三级，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预警可以升级、降

低和解除。收到的有关预警信息说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时，则按应急预警执行。

1、三级预警

三级预警指事件影响范围局限于事发化学品仓库、生产车间或辅助设施，未波

及全厂，同时企业利用自身应急力量可以较易控制。

（1）有发现存在即将引发火灾的苗头时；

（2）化学品等包装物发现有裂痕等，存在物料泄漏风险；

（3）员工操作不规范，有导致化学品/油品/槽液泄漏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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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现员工不按要求处理存放危废，有泄露的迹象；

（5）废气处理设施不及时更换介质或者风机有发生故障的迹象；

（6）接台风预警或遇突发性恶劣气候时。

2、二级预警

二级预警是指事件影响范围超出事发生产车间、仓库及辅助设施，波及全厂，

同时公司内部应急救援力量基本能够有效应对。

（1）应急处理设施有迹象发生大型故障，会造成厂区内的环境受到污染，影响

范围波及全厂，但未扩散到厂外的事故；

（2）周边企业发生火灾等事故；

（3）发生大型火灾，产生的消防废水携带液机油、乳化液/危废等有流出厂区

的迹象；

（4）污水处理设施有发生故障的迹象，或污水管存在裂缝，有漏水的趋势；

（5）在三级响应进行时，并有可能向二级事件发展的趋势。

3、一级预警

一级预警是指事件影响范围超出全厂，事故安全影响范围扩大到企业周边地区，

特别是周边保护目标、敏感点等，可能引起人员重伤、死亡，需要调动社会的资源

进行控制。

（1）厂内有发生大型火灾、并有扩大的趋向；

（2）发生大型火灾事故引发的伴生/次生事故，夹杂化学品/危废等的消防废水

有溢出厂界的迹象；

（3）持续特大暴雨，地面水位将要超过厂内最低点；

（4）在二级响应（企业级环境事件）进行时，并有可能向一级事件发展的趋势。

5.2.3 预警发布

1、预警发布

应急领导组在接收到报警信号后，根据报告的现场信息及预警建议，同专家组

讨论后确定预警级别，经应急领导组组长同意后发布预警，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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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进入预警状态之后，根据预警相应级别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按照相关程序

可采取以下行动：

Ⅰ级预警：现场人员报告当班值长，值长核实情况后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

心，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确认现场情况后，启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及时

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报告，由江门市新会区领导决定后发布预警等级。

Ⅱ级预警：现场人员向当班值长报告，由当班值长负责上报事故情况，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宣布启动预案。

Ⅲ级预警：现场人员立即报告部门负责人和当班值长并通知生产部，生产部负

责门视情况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处置，落实巡查、监控措施；如隐患未消除，应

通知相关应急部门、人员作好应急准备。遇非工作日时，通知当班值长，并及时报

告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和有关人员。

各应急部门根据发布的预警级别，开展应急宣传、设置警戒区域、人员疏散与

救援等工作，预警信号级别通过事故警铃或手提扩音喇叭进行识别。

2、预警内容

预警内容包括：可能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对象；事故部门基本情况；可能

影响范围；可能事故原因初步判断；提出应急采取措施；提出需协助的相关部门。

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5.3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状态后，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指令应急处置组立即进入现场排查隐患，查明预警原因并排除隐患，如隐患

产生事故时立刻启动相应事件的应急预案。

2、按照环境污染事故确定预警的等级，并向全公司发布预警的等级。

预警流程：现场人员报告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通知相

关机构协助应急救援，Ⅰ级预警及时向江门市新会区相关政府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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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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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令其他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应急监测组立即开展应急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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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污染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以上预警信息报告通知，遇非工作日时，通知值班主管和总值班人员，并及时

报告总指挥和有关人员。

5.4预警解除

经对突发事件进行跟踪监测并对监测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上述引起预警的条件

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应急指挥中心宣布解除预警。

公司应急办公室根据收集的相关信息并经过核实后，向应急领导小组详细说明

环境污染事件的控制和处理情况，并提出申请结束预警建议，由公司应急领导小组

结束条件决定结束预警。预警结束的方式采用网络或生产会议方式进行。

预警信息的发布或解除须在应急领导组组长（第一负责人）的批准后才能统一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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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响应及应急处置

6.1分级响应机制

6.1.1响应分级及操作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企业内部（生产

工段、车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环境染污事件分为不同

的等级。等级依次为Ⅰ级（社会级）、Ⅱ级（企业级）、Ⅲ级（车间级）。

一、三级响应

1、三级响应事件

A、小型火灾，影响范围局限在车间、仓库内；

B、化学品/油品在暂存过程中因包装物破裂，发生泄露，泄露范围局限在

化学品仓/油品仓/车间内；

C、危废仓内危废发生泄露；

D、员工在操作过程/生产过程中可能导致化学品、油品、槽液等的泄漏

E、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

2、三级响应操作

三级应急指挥由值班主管指挥，或现场在场最高职务人员组织指挥应急处

置，非工作日期间由值班人员执行。车间应急人员到位，准备对事件作出应急处理

处置。

二、二级响应

1、二级响应事件

A、应急处理设施故障，造成厂区内的环境受到污染，影响范围波及全厂，

但未扩散到厂外的事故；

B、发生大型火灾，产生的消防废水携带化学品/危废等控制在厂区范围内；

C、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污水管网破裂；

D、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到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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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响应操作

（1）二级应急响应指挥由公司应急办公室总指挥执行；

（2）总指挥不在时，依序由副总指挥、值班主管执行；

（3）总指挥到位后向总指挥移交指挥，视现场情况，总指挥可指令授权应急小

组某成员行使总指挥职权。

（4）厂区各应急小组全部到位，佩带应急物资，准备各司其职，作出应急行动。

三、一级响应

1、一级响应事件

A、发生火灾事故时，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以及消防废水夹杂化学品/危

废等通过雨水管网排至外环境中，对周边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B、遇严重汛涝自然灾害时，洪水携带化学品/危废等越过厂界，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

C、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到周围社会的。

2、一级响应操作

（1）一级应急响应指挥由公司应急办公室总指挥执行；

（2）总指挥不在时，依序由副总指挥、值班主管执行；

（3）总指挥到位后向总指挥移交指挥，视现场情况，总指挥可指令授权应急办

公室某成员行使总指挥职权；

（4）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挥，火灾时在公安

消防部门到场后移交消防部门指挥，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配合协

助应急指挥与处置。

（5）政府应急人员待命，公司应急人员随时配合政府应急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6.1.2 响应程序

具体的响应程序如图 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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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

6.2信息报告程序

6.2.1信息报告与程序

1、企业报告时限和程序

①在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后，所在岗位人员马上向当班负责人汇报，并按照应急

程序对事故采取初步措施；当班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根据事故类型和程度立即向车间

（或仓库）负责人报告，并按应急预案要求协助岗位人员处理现场事故；

②车间（或仓库）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根据现场情况迅速作出判断，确定事故

级别，同时立即向公司应急办公室汇报，并确定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并协助事故岗

位人员和当班负责人处理现场事故；

③公司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同时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程

序，根据事故类别及事故处理情况确定是否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汇报，同

时组织现场事故处理、人员救护并保护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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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公司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当事件已经或即将对外环境造成影响时，公

司负责人应在20min内向江门市新会区政府和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报告在事

故发生和上报期间，公司负责人应立即组织事故现场处理和救援，组织人员疏散和

现场保护，等待外部救援和调查。

表 6.2-1 信息报告与通报情况

项目
信息报

告程序
报告方式 报告内容

内部

报告

现场突

发环境

事件知

情人→

公司应

急指挥

部→公

司应急

队伍

口头汇报方式：发生事故后，在初步了解事

故情况后，现场突发环境事件知情人应当立

即通过电话向应急指挥部进行口头汇报，应

急办公室通过电话通知各应急小组组长，同

时上报指挥部。

书面汇报方式：在初步了解事故情况后，应

当在 4个小时内，逐级以书面材料上报事故

及应急监测数据有关情况。

①事故地点、时间以及设备设施；

②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泄漏等；

③事故源头、影响范围、有无人员

伤亡与被困人员；

④已采取的现场应急措施情况；

⑤报警人姓名、身份、报警电话。

信息

上报

公司应

急办指

挥部→

江门市

新会区

应急办

口头汇报方式：发生事故后，公司应急小组

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事件影响范围扩散到

厂区以外环境，应急办公室应当立即通过电

话向指挥部进行口头交流。应急指挥部通过

电话上报江门市新会区相关部门。

书面汇报方式：在详细了解事故情况后，应

当在事故处理后，逐级以书面材料上报事故

及应急监测数据有关情况。

①事故类型及事故原因的初步判

断；

②应急预案的启动情况；

③已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和进展情

况、污染范围；

④需请示报告的其它事项等。

信息

通报

总指挥根据现场应急情况，发现事件可能影响厂区周边企业、居民的安全时，由应急保

障组与周边企业及居民紧急联系，通报当前污染事件的状况，通知群众做好应急疏散准

备，听候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并强调在撤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6.2.2信息传递

事故发生后，现场负责人通过手机，固定电话手段，快速汇报各级应急组织负

责人。当发生的事故会波及企业外围时，由应急现场指挥部通过电话、人员信息传

递等通讯手段，迅速向周边企业、单位、居民通报事故简况。在发布信息时，必须

发布事态的紧急程度，提出撤离的具体方法。撤离方法中应明确采取的预防措施、

注意事项、撤离方向和撤离距离。撤离必须是有组织性的。

6.3先期处置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现场人员应当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先期处置。事

故发生所在地的负责人和相关当事人员在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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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现事故者

①先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事故影响扩大；

②通知值班室值班人员；

③守候现场，向前来的总指挥汇报情况，协助其做好现场情况侦察或初步处理。

2）接到报告的值班人员

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后，迅速报告应急办公室，向其汇报情况。

若发生Ⅱ级或以上事故且发生在夜间，可直接通知公安消防队及江门市生态环

境局新会分局等其他政府有关部门。

6.4应急处置措施

6.4.1现场处置安全防护措施

（1）在情况不明或无防护情况下，现场处置队员不要盲目进入事故现场，须确

保人身安全。

（2）注意在进入可能会发生火灾、爆炸现场前，现场处置人员必须关闭移动电

话，使用的工具必须是防爆工具。

（3）现场处置队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以防止中毒或受到伤害；为

了在事发时能正确使用各种器械、用具，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4）现场处置队员应注意现场的风向，应急时从上风口进入；现场处置时尽量

处于上风向位置，注意对个体的保护。

（5）事发中心区应严禁一切火种，切断电源，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立即在边界

设置警戒线；根据事发情况和进展，确定可能波及区人员的撤离方向及有关措施。

（6）现场处置队员应与现场指挥部保持联系，服从统一指挥，严禁单独行动，

必须有 2人以上，及时报告所在位置，做好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必要时用水枪、

水炮掩护。

（7）在就近安全地带紧急抢救受伤人员，必要时及时转送医院救治或向 120求

助。

（8）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现场

处置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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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进行设备的维修或更换、管道疏通等作业时，注意保证现场通风状况良

好、同时保证有至少一名监护人。

（10）应急救援结束后，各应急小组应清点本组人数，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

如发现有人失踪应立即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并立即采取搜救行动。

6.4.2抢险及控制措施

一、泄漏事故及处置措施

事故情景：液态化学品泄漏事故

扩散途径：在车间内地面流淌/化学品仓地面流淌

应急物资：应急沙、扫把、防护手套、桶、铲等 陈锦旋 13827000033
报警及启动应急预案：

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告主管或应急

总指挥，在接到报告后总指挥应确认事故的情

况，在确定启动应急预案后，立即组织各应急小

组赶往现场救援。

应急副总指挥密切关注事故的发展，协调应

急小组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将事故发展汇报给总

指挥。

应急总指挥对事故发展研判后下达相应的

应急救援命令，若事故可能波及周边环境或厂企

时，应及时通知周边企业单位并向相关部门报

告，请求救援。

应急处置措施：

断源：发生泄漏后严禁事故现场出现火

源。

截污：1、关闭雨水排放阀门。

2、尽量将液态化学品围堵在围堰

内或用应急沙围堵洗手，避免液态化学品

大面积流散。

3、发生大量泄露，可进行过桶暂

存。

消污：同时使用铲子将吸收化学品的应急

沙等收集于收集桶中。

后期处置：对事故废应急沙等收集后交有

资质单位转移处理。

对应不同液态化学品具有不同操作，具体可参照《新会日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评估报告》附件中化学品理化性质。

二、火灾爆炸

事故情景：火灾事故

扩散途径：事故废水：可通过雨水井进入雨水管网-在通过雨水管网进入水环境；

伴生/此生灾害（燃烧废气）：火灾废气-进入大气环境-在空气流动作用下影响周边大气环

境

应急物资：灭火器、水枪、砂子、防护眼镜和面

具等

王华军 18948096866

报警及启动应急预案：

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告主管或应急

总指挥，在接到报告后总指挥应确认事故的情

况，在确定启动应急预案后，立即组织各应急小

应急处置措施：

断源、截污：①发生火灾后应关闭电源、

对化学品进行转移或间隔，防止事故进一

步扩大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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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赶往现场救援。

应急副总指挥密切关注事故的发展，协调应

急小组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将事故发展汇报给总

指挥。

应急总指挥对事故发展研判后下达相应的

应急救援命令，若事故可能波及周边环境或厂企

时，应及时通知周边企业单位并向相关部门报

告，请求救援。

②在产生消防废水前须关闭雨水排放阀

门，防止事故废水排出厂界。

消污：将消防废水收集于车间内/收集池

内。

后期处置：对事故废水等收集后交有资质

单位转移处理。

三、废气事故排放处置措施

事故情景：废气事故排放事故

扩散途径：废气-进入大气环境-在空气流动作用下影响周边大气环境

应急物资：-- 杨世品 15362509245
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告主管或应急总指

挥，在接到报告后总指挥应确认事故的情况，在确

定启动应急预案后，立即组织各应急小组赶往现场

救援。

应急副总指挥密切关注事故的发展，协调应急

小组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将事故发展汇报给总指挥。

应急总指挥对事故发展研判后下达相应的应急

救援命令。

应急处置：

1）立即停止生产；

2）检查事故发生原因；

3）更换相关零部件、或更换活性炭等；

4）在废气处理设施正常后，方可复产。

四、废水处理设施故障处置措施

事故情景：废水处理设施故障事故

扩散途径：可通过生产废水排放口进入市政管网-在市政管网进入水环境

应急物资：-- 温银力 18029662062
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立即报告主管或应急总指

挥，在接到报告后总指挥应确认事故的情况，在确

定启动应急预案后，立即组织各应急小组赶往现场

救援。

应急副总指挥密切关注事故的发展，协调应急

小组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将事故发展汇报给总指挥。

应急总指挥对事故发展研判后下达相应的应急

救援命令。

应急处置：

1）立即将废水暂存于其他空桶中或泵

至废水收集池中，必要时停止生产；

2）检查事故发生原因；

3）更换相关零部件等；

4）在废水处理设施正常后，方可继续

处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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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应急监测

6.5.1 应急监测方案的确定

1、组织制定全公司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预案；

2、根据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通过初步现场了解，对污

染物的定性、定量以及确定污染物的范围。根据不同形式的环境事故，确定好监测

对象、监测定位、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3、根据事态变化，适当整理监测方案。

6.5.2 水环境应急监测

1、三级响应监测

表6.5-1 三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水）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小型火灾，影响范围局限在车

间、仓库内
/ /

/

/

化学品在暂存过程中因包装物

破裂，发生泄露，泄露范围局限

在化学品/车间内

/ / /

危废仓内危废发生泄露 / / /
员工在操作过程/生产过程中可

能导致化学品/槽液等的滴漏
/ / /

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 / / /

2、二级响应监测

表6.5-2 二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水）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应急处理设施故障，造成

厂区内的环境受到污染，

影响范围波及全厂，但未

扩散到厂外的事故

pH
石油类

COD

雨水总出口

处

事故发生时，每2
个小时采一次水样

进行监测，直至达

标排放

6-9
5.0mg/L
0.5mg/L发生大型火灾，产生的消

防废水携带化学品/槽液/
危废等废控制在厂区范围



33

内

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

污水管网破裂

pH
石油类

COD
废水排放口

6-9
5.0mg/L
0.5mg/L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

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

到全厂

根据扩大的事件情况而定 /

3、一级响应监测

表6.5-3 一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水）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发生火灾事故时，消

防废水夹杂化学品/
槽液/危废等通过雨

水管网排至外环境

中，对周边水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

pH
石油类

COD

项目进入附近河涌排放口上

游200m、项目进入附近河涌

排放口所在位置、项目进入

附近河涌排放口下游（大六

冲）2000m、大六冲进入潭江

入口附近、大六冲进入潭江

入口上游1000m、大六冲进入

潭江入口下游5000m

事故发生时，每

2个小时采一次

水样进行监测，

直至达标排放

6-9
0.05mg/L
0.2mg/L
（Ⅲ类）

6-9
0.05mg/L
0.1mg/L
（Ⅱ类）

遇严重汛涝自然灾

害时，洪水携带化学

品/槽液/危废等越过

厂界，对周边环境造

成影响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

果有可能继续扩大

的，并影响到周围社

会的

根据项目情况制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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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1 地表水环境监测点位（一级响应）

6.5.3环境空气应急监测

1、三级响应监测

表6.5-4 三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气）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小型火灾，影响范围局限在车

间、仓库内

非甲烷总烃

VOCs
HCl

硫酸雾

车间四周

事故发生时，

每2个小时采

一次其样进

行监测，直至

达标排放

4.0mg/m3

2.0mg/m3

0.2mg/m3

1.2mg/m3

化学品在暂存过程中因包装物

破裂，发生泄露，泄露范围局限

在化学品/车间内

危废仓内危废发生泄露 危废仓四周

员工在操作过程/生产过程中可

能导致化学品/槽液等的滴漏
车间四周

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

VOCs
HCl

硫酸雾

NOx

废气排放口

30mg/m3

100mg/m3

35mg/m3

120mg/m3

2、二级响应监测

：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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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5 二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气）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应急处理设施故障，造成

厂区内的环境受到污染，

影响范围波及全厂，但未

扩散到厂外的事故

/ /

事故发生时，每2
个小时采一次水样

进行监测，直至达

标排放

发生大型火灾，产生的消

防废水携带化学品/槽液/
危废等废控制在厂区范围

内

VOCs 厂界四周 2.0mg/m3

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

污水管网破裂
/ /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果有

可能继续扩大的，并影响

到全厂

根据扩大的事件情况而定 /

3、一级响应监测

表6.5-6 一级响应检测方案（废气）

环境事件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发生火灾事故时，消

防废水夹杂液压油、

油墨/危废等通过雨

水管网排至外环境

中，对周边水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

VOCs
厂界四周、白庙村、石

明
事故发生时，每2
个小时采一次水

样进行监测，直

至达标排放

0.6mg/m3

遇严重汛涝自然灾

害时，洪水携带机

油、乳化液/危废等越

过厂界，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 / /

其他事故发生后，后

果有可能继续扩大

的，并影响到周围社

会的

根据项目情况制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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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2 大气监测点位图（一级响应）

6.5.4监测方法

根据厂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进行检测的因子的主要监测方法如下所

示：

表6.5-7 各监测因子监测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监测方法

1 石油类 HJ 637-2012 红外分光光度法

2 pH GB/T 6920-1986 玻璃电极法

3 COD HJ/T 399-2007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4 非甲烷总烃 HJ/T 38-1999 气相色谱法

5 VOCs DB44/814-2010 气相色谱法

6 HCl HJ 548-2016 硝酸银容量法

7 硫酸雾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铬酸钡分光光度法

8 NOx HJ 479-2009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大气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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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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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隔绝式防护服、防护面罩、防护手套、防护胶靴、防

毒口罩、防毒眼罩等，应急药剂和应急物资储备见附件。

6.6应急终止

一、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中止条件下；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得到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得到完全控制；

（3）事件已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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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

长期影响趋于合理并且尽可能低的水平；

（6）根据环境应急监测和初步评估结果，由应急指挥部决定应急响应终止，下

达应急响应终止指令。

二、应急终止程序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确认终止时机。

（2）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向各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终止状态后，应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后续环境监测工作。

6.7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通知本单位相关部门、周边企业（或事业）单位人员事件危险已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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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洗；

（3）事件情况上报事项；

（4）需向事件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

（5）事件原因、损失调查与责任认定；

（6）应急过程评价；

（7）事件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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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

（9）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

6.8企业外部救援

公司日常可与周边企业/村委签订联动协议，在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及

时有充足的应急资源进行救援。

公司在发生特别重大或重大环境事件时，若自身的应急设施及力量无法满足救

援的要求，则必须启动社会联动响应，在最短时间将事件发展态势及严重程度向江

门市新会区政府、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通报，并向其发出应急支援请求。

江门市新会区政府、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在接到救援请求后，立即启动

相应的应急响应，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指挥，同时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性指

示其他相关单位前往抢险。

以上单位的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听从江门市新会区政府人员的指挥，有

序开展抢险工作。

应急支援流程如下图。

图 6.8-1 应急支援流程图

派出公司救援队

事故现场

派出江门市新

会区救援队

事件评估分析

需要
是否需要社会支援

江门市新会区政府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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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后期处理

应急终止后，企业进行视事故情况进行后期处置。

表 7-1 后期处置内容

序号 处置项目 主要内容

1 善后处置

（1）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

（2）安置受灾人员，赔偿受灾人员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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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事件现场保护
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急机构的应急保障组立即对事故区

设置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3 现场清洁净化

（1）事故现场洗消负责人

事故现场洗消负责人为企业的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总指挥，洗消工

作由应急处置组负责。在事故现场取证、调查结束后，由应急总

指挥或副总指挥指示事故应急处理组长立即组织应急处理人员，

协助相关部门完成洗消工作。

（2）现场净化方式、方法

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人员必须穿戴好各种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毒

面具、口罩，以免中毒。处理人员对事故地面残留的化学品采用

应急沙吸收，然后对地面进行冲洗，冲洗产生的冲洗废水收集至

应急池。

4 调查与评估

应急状态终止后，由公司应急办牵头，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企

业技术负责人组成事故调查小组，研究发生的原因和确定防范措

施；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当做出标记和书面

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对事故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做收集统计、归纳、形成文件，为进一步处理事故的工作提

供资料，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事故报告。

5 现场恢复

现场恢复是指通过适宜的手段、采取正确的措施，将被污染的土

壤、水体、植被、设备等污染承载体的污染物去除，达到环境本

底值要求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1）环境恢复的原则

现场恢复遵循以下原则：迅速、彻底的清除现场设施、土壤、水

体内残留的污染物，且不增加新的污染，不产生二次污染。

（2）现场恢复的内容

①对现场泄漏装置、容器中残余物质进行安全处置，可以再次使

用的装置、容器，要清洗干净后放置好备用；不可以再次使用的，

亦要严格清洗消毒后，定点放置，避免污染环境或造成安全隐患。

②现场清理，对可能受到影响的设备、地面、管道进行清洗，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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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腐蚀；清洗后的水排入应急池待转移。

③废弃物处理，现场应急处理以及恢复时产生的废水、废物等要

严格按照生产废水、固废的处理方法和原则进行处理，避免造成

二次污染。



41

8.保障措施

8.1通讯与信息保障

应急小组通过移动电话和内部电话，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络。应急总指挥及各

应急小组组长手机须保持 24小时开通。

对各有关预案的人员和单位联系电话、联系人定期进行收集更新；更新后的信

息要在 24小时内向各部门传达，并更新预案相关附录。

8.2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机构，具体详见图 4.1-1所示。同时公司对承担

应急处置相关工作人员定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

实施考核。同时公司于周边企业签订了联动协议，以弥补公司应急物资不足。

公司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性演练，含联动企业，检验

并提高应急指挥、信息报告、污染控制、人员救护的能力。相关部门根据需要开展

专业演练（如危险化学品泄漏、化学品泄露、火灾、劳动防护安全等）。

8.3应急资金保障

企业制定专项制度，设置应急专用经费，用于应急预案的修订、聘请专家、设

备购置和维护以及演练等，由应急办公室统一管理、应急指挥部负责资金的分配。

8.4应急物资和装备保障

企业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包括应急手电筒、急救药品、事故应急池等等。应急救

援物资其数量与分布情况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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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医疗卫生保障

（1）办公室负责落实与地方医疗卫生、职业病防治部门的应急医疗救援协议的

签订，落实急救药箱药品，急救器材的配备和更新。

（2）安全、环保部门落实组织现场应急人员与医疗急救人员定期的医疗急救知

识与技术的培训。

（3）应急事件发生后要及时组织员工和应急人员进行医疗监测，防止应急人身

伤害。

8.6应急监测能力保障

二、三级应急响应，企业可委托社会上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现场应急监测，如果

是较大污染事件（如火灾、爆炸、泄露，污染物影响到厂外），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由江门市新会区指派监测部门进行监测。

公司需委托了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应急监测。检测公司到本项目距离较近，能在2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监测服务，需配有多台移动的监测设备，石油类、非甲烷

总烃、VOCs等污染物能当场采样，当场监测，当场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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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培训和演练

9.1培训

为了确保快速、有效和有序的应急反应能力，企业应急响应指挥中心应采取各

种形式，定期组织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处置的各环节涉及的人员进行技术

培训。

（一）应急救援专业组的专业培训内容：

（1）污染控制相关知识培训；

（2）风险应急能力培训；

（3）抢险抢修培训；

（4）化学品泄漏专项演练。

（二）企业员工应急救援基本知识培训内容

由企业应急办公室定期组织各部门员工进行应急事故处理及紧急救援培

训，提高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及自救能力。主要培训内容如下：

（1）风险应急能力培训；

（2）应急知识培训；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关内容培训。

（三）其他培训内容

（1）预防能力培训；

（2）预警能力培训；

（3）响应能力培训（整体）；

（4）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培训；

（5）信息报送培训；

（6）专项事故应急培训（如：事故废水收集、化学品泄露抢险、废水处理

系统故障等）。

（四）培训的方式、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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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形式可以根据企业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

班、上课、事故讲座以及利用公司的宣传栏等，使教育培训形象生动。每次培训完

成后，应填好记录表，记录表应包括：培训人员姓名、单位（或部门）、培训内容

等。

9.2演练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跨部门的联合演练，应急演练应当针对公司可能发生的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作为重点内容，密切结合事件的情景，重点演习应急响应的程序

和处置方法。通过演练，提高各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处置能力，确保联

合应急的实施；配合搞好上级各专门指挥机构组织的综合演练工作；各应急队伍要

合理部署和配置，完善装备，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能力。

9.2.1演练分类

演练分为：桌面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

桌面演练：由应急指挥部及各专业小组负责人分别按应急预案要求，以组织指

挥、技术方案形式组织实施应急救援任务的演练。

专项演练：由各专业小组针对公司某个专项开展的应急救援任务的演练。

综合演练：由应急指挥中心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开展的全面演练。

9.2.2演练内容

根据应急预案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选择相适应的的演练内容，做到预防为

主，有备无患，同时确保预案的有效性。演练的基本内容为：

（1）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模拟报告后，应急成员按各自责任及预案中的规定职责

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

（2）各应急救援组，接到通知后，立即携带必要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现场救援

指挥人员，组织抢险队伍有序展开救援工作，界定危险区域，标示区域界限，进行

事故区清点人数及人员控制；开展环保监测等；

（3）化学品泄漏的应急处置抢险、渗滤液未经处理排放和专业人员的个人防护

及员工的自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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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种标志布设及由于危害区域的变化布设点的变更；

（5）排除现场模拟隐患，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6）模拟进行与外援单位如医疗救护、消防、公安、交警、第三方环保监测等

进行通讯联系；模拟道路事故段交通控制机管理，通知临近互助单位协助救援和疏

散；

（7）模拟进行事故报告程序，并做好记录，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人员

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8）进行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各级演练应按事前制定的模拟程序进行，并全程记录，获取第一手文字和影像

资料以及有关数据资料。

9.2.3演练频次

桌面演练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专项演练每半年最少组织一次；综合演练

由应急指挥中心每年组织一次。

9.2.4演练实施的基本过程

综合性应急演练的过程分为演练准备、演练实施和演练总结三个阶段。

一、演练参与人员

包括：参演人员、控制人员、模拟人员、评价人员和观摩人员。

所有演练参与人员在演练过程中都应佩带能表明身份的识别符。

二、演练的准备

（1）成立一个演练策划组是开展应急演练的有效方法，它是演练的领导机构，

是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指挥部门，对演练实施全面控制。

（2）编制演练方案。由演练策划组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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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情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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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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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4）演练方案由主管安全环保的负责人负责编制，应急总指挥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演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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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要求进行演示，由参演组织和

人员根据自己关于最佳解决办法的理解，对事故作出响应行动。策划组的作用是宣

布演练开始和结束，记录演练过程，以及解决演练过程中的矛盾。

四、演练评估

演练结束后，进行总结和讲评，以检验演练是否达到演练目标、应急准备水平

及设施是否需要改进。应急指挥部组织对演练实际效果进行总结分析，对本次演练

过程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对预案涉及到的岗位、人员、物质、资料等有不

足之处的地方进行调查，如演练过程中存在的人员不及时到场、通讯沟通渠道不畅

等问题，仔细分析原因，明确责任人，将预案对应的部分进行改进、修订，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如有必要则重新修订公司的应急预案。

评估组在演练结束后，根据在演练过程中收集和整理资料，组织编写演练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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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奖惩

10.1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

关规定给予奖励：

①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②对防止或挽救突发环境事件有功，使企业、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

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③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④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10.2责任追究

公司应急指挥小组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大事件重要情况或应急工作中

有其它失职、渎职行为的，按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对有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进行处理；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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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预案的管理与发布

11.1预案的评审

应急预案评审由企业应急指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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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预案备案

本预案需经企业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评估后再形成正式预案版本，并向上级环境

保护局备案。以后每次修订后必须通过江门市生态环保局新会分局审核，并重新备

案，旧版本即时作废。

11.3预案的发布

企业应急预案经企业应急指挥中心评审后，由总经理签署发布。总经办负责对

应急预案的统一管理；

应急办公室负责预案的管理发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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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放给应急指挥小组成员和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岗位。

11.4预案的修订

结合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

地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一）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

（二）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环境应急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复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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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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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重大修订的，修订工作参照环境应急预案制定步骤组织进

行。对环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调整的，修订工作可适当简化。

本预案经企业总经理批准后生效。本预案需要修改时，也必须经公司总经理重

新批准后生效。

11.5预案的实施

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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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附件与附图

12.1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联系电话

应急职能 姓名 厂内职位 联系方式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詹志杰 厂长 18929019168
副总指挥 冯 明 生产部经理 18948967988
组员 陈齐欢 厂务办公室秘书 15994871513
组员 利惠霞 行政总务科专员 15815918910

综合协调组

组长 陈锦旋 行政总务科副科长 13827000033
组员 马永强 人事劳资科长 13556993883

组员 郑秋琴 人事劳资科专员 13686951529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冯 明 生产部经理 18948967988
组员 温银力 污水处理站班长 18029662062
组员 杨世品 保安队长 15362509245
组员 王华军 星盘车间主管 18948096866

应急监测组

组员 钟政钳 拉伸打底主管 13426787369
组长 江振歆 实验中心工程师 13392509757
组员 郝文旗 质保部经理 13827056098

技术专家组
组长 蒋金武 技术总监 18929017108
组员 唐春熙 设备部经理 1892901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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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报警对象 联络电话

1

政府部门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12369/0750-6109011

2 司前镇环办 0750-6588890

3 司前镇政府 0750-6577819

4 其他应急电话 110、119、120

5 应急检测公司 广州三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13929001328

6
危废公司

韶关鹏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751-2881388

7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360022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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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敏感点 性质 人数 相对位置
相对距离

（m）
联系方式

保护目

标

1 庙边村 居民 3800 东北 2951 6804300

大气

二类

环境

风险

2 沙冲村 居民 3200 东 3491 6899227

3 新建村 居民 4100 东 2671 6586688

4 白庙村 居民 7300 东 1224 6578188

5 司前镇街办 居民 2400 东南 1653 6577780

6 石明 居民 6700 西南 734 6587333

7 兴簧村 居民 2200 西南 2311 6575882

8 石步村 居民 2200 西南 3616 6587988

9 石桥村 居民 3400 西 3817 6587333

10 吉庆 居民 1000 西北 1546 6588123

11 大六冲 地表水 -- 东南 2190 -- Ⅲ类水

12 附近河涌 地表水 -- 东 1063 -- Ⅳ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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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企业应急物资

序号 名称 数量 设置位置 状况 负责人

1 防毒面具 50个

办公区、危废仓、化学品仓、电

抛光工序区、清洗线区域、污水

站

良好

马永强

13556993883

2 胶手套 50双 良好

3 水鞋 50双 良好

4 防毒口罩 70个 良好

5 防护眼罩 70个 良好

6 应急头盔 50个 良好

7 应急沙 40袋 良好

8 应急电筒 20个 办公区 良好

9 应急池 3个
污水站旁；9*4.1*1.8=66.42m3、

6*2*2.5=30m3、

12*5.6*3=201.6m3、共 298.22m3

空池

10 应急阀门 1个 雨水总出口 良好

11
应急水泵及水

带
4套 应急池旁 良好

12 桶 20个 办公区、生产车间 良好

13 铲子 20把 办公区、生产车间 良好

14 对讲机 20部 办公室 良好

15 氢氧化钠 2袋 仓库 良好

16 备用发电机 1台 应急池 3附近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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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厂区地理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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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四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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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厂区平面布置图

出租厂房

出租厂房

：废气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
大 门

应急池 2

危废仓

地下为应

急池 1

仓库管理处 化学品仓 危废仓 一般固废仓酸仓
油品仓

应急池 3



57

12.8 厂区雨水网图及事故废水走向图

：生产废水排放口

：雨水管

：事故废水流向

：应急水泵

：应急水带

：应急阀门大 门

危废仓

地下为应急池 1

应急池 2

出租厂房

出租厂房

仓库管理处 化学品仓 危废仓 一般固废仓酸仓
油品仓

应急池 3

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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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风险源分布图

：废气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
大 门

应急池 2

危废仓

地 下 为

应急池 1

出租厂房

出租厂房

仓库管理处 化学品仓 危废仓 一般固废仓

应急池 3

油品仓
酸仓

：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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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应急物资分布图

出租厂房

出租厂房

：废气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
大 门

应急池 2

危废仓

地下为应

急池 1

仓库管理处 化学品仓 危废仓 一般固废仓酸仓
油品仓

应急池 3

：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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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应急疏散方向、应急集合指挥点标识图

出租厂房

出租厂房

：废气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
大 门

应急池 2

危废仓

地下为应

急池 1

仓库管理处 化学品仓 危废仓 一般固废仓

应急集合点

应急池 3

酸仓
油品仓

：逃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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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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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事故废水去向图（10km）

10km

大六冲

：事故废水流向

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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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事故发生场所 环境负责人

事故负责人 事故发生时间

是否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

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发生原因

解决方法及措施

效果评定

评定人 评定部门 报告日期

管理者代表代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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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事件现场处置专项预案

1、总则

（1）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置公司的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污染事件，切实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及

生态环境安全。

（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

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广东省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对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的环境污染和人员伤害事件的应急响应。

（4）环境风险分析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在送危险废物处理单位之前，将其进行收集并在危险废物存放区

进行存放。在其产生、收集和存放过程中均存在废液泄漏进入周围环境的风险，在大面积泄漏时还

存在造成人员因接触而被烧伤的风险。因此，需对危险废液的存放进行管理，对收集操作的工人进

行有关化学品性质、收集操作要求、存放要求等知识的培训，并制定相关制度，避免因人为因素引

起的大面积污染和伤害风险。

2、职责

（1）应急抢险组负责污染控制工作。（吴焕好：18128291690）

（2）综合协调组负责现场隔离、伤员医疗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钟政钳：13426787369）

（3）综合协调组负责应急物质供应。（王华军：18948096866）

（4）应急监测组负责空气、水体的应急监测工作。（江振歆：1339250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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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专家组负责为现场处置、应急监测、人员防护提供技术支持。

3、应急响应程序

（1）废液泄漏处置

应急抢险组立即在泄漏区域设置警戒线，在泄漏周围筑围堰进行收容，立即通知危废处置公司

派车至现场，用泵将泄漏的废液转移至槽车内。

同时由应急监测组取样分析，由技术专家组提出处理方案。

应急抢险组负责对泄漏地面进行冲洗，冲洗的废水需处理达标后排放。

（2）大量危险废物乱投乱放处置

对乱投乱放的危险废物，应急抢险组负责及时清理、打扫干净，运到指定的场所；对可能造成

污染的，首先要清理回收污染物，再查明原因进行整改。

4、安全防护

所有参与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行动的成员到达污染事件现场时，应根据泄

漏危险废物的理化特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要时应佩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防止烧伤、中毒或

其他身体伤害。

5、应急终止与善后处理

（1）应急终止

当危险废物的泄漏得到控制，没有新的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稳定到达正常浓度水平的情况下，

经征得技术专家组同意，现场总指挥下达指令，解除应急状态，终止应急响应工作。

（2）善后处理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综合协调组联系有资质单位转移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处置。

应急抢险组做好应急装备、处置场所的消洗工作。

（3）结果报告

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应急处理办公室编制总结报告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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