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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发布令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他国家法律、法

规及有关文件的要求，有效防范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减少公司财产损

失，本公司特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编制了《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

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是本公司实施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救援的规范性文件，用于指导本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

行动。 

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15 年 6 月 4 日批准发布，2015

年 6 月 4 日正式实施。本公司内所有部门均应严格遵守执行。 

 

 

 

批准人（单位盖章）：          

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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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1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机制，提高公司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和《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预案。 

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可预见的环境污染

及其他事故引发造成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4工作原则	

公司在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本着实

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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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

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事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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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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成为区域系统的有机

组成部分。加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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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专业优势，使采取的措施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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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工作准

备，加强培训演练，应急系统做到常备不懈，可为本公司和其它企业

及社会提供服务，在应急时快速有效。 

二 基本情况 

1单位情况：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系上海国盛集团下属公司，隶属

于全国建材行业 500 强的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是传统的国有型企业。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位于大丰经济开发区内，目前已

完成 1#年产 4 万吨岩棉制品生产线和 2#年产 4 万吨岩棉制品生产线

安装。以玄武岩、白云石为基本原料，经高温熔融、离心甩拉成纤，

制成轻质保温材料岩棉。 

2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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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名称 方位 距离（m） 规模 环境功能区划 

大气环

境 

新民二组 东南 1000 88户/252人

环境控制质量标准

（GB3095-96）二级 

河口村 西南 230 
170 户/500

人 

长安十一组 西北 2000 
150 户/460

人 

集中安置区 东 1100 86户/261人

蝴蝶湾小区 东北 1500 
100 户/321

人 

上海花园 东北 2500 
200 户/562

人 

大丰区区 东北 1200 15 万人 

灶圩村 西北 2700 
212 户/600

人 

地表水

环境 

老斗龙港 东 0 中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

（类）GB3838-2002 

新团河（备用

水源取水口） 
北 2000 中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

（类）GB3838-2002 

声环境 
厂界外200米

范围内 
四周 /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 类 

《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区域规划》中“新团河（大丰）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本项

目约 2公里，“通榆河（大丰）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本项目约 5 公里。 

三 环境风险源与环境风险评价 

（一）废水	

主要有集棉机冲洗水、软水站排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和生活污

水。 

（二）废气	

冲天炉废气；电炉废气；集棉机、固化炉废气；切割工艺粉尘；

加热炉天然气燃烧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来自原辅料输送系统以

及码头装卸作业、原料堆场起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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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声	

主要噪声源为风机、空压机、水泵、冷却塔等。 

（四）固体废物	

冲天炉及电炉产生的渣块及渣球、除尘系统的收尘、废过滤岩棉

板、水处理污泥、生活垃圾。 

 

公司主要的环境风险为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导致的废气污染物直

接排放、天然气火灾爆炸、运输过程船舶溢油、贮存设施（储油罐区、

液氧储槽区和乙炔储存仓库）火灾事故等，在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各

项应急救预案的条件下，环境风险可以接受。 

四 组织机构及职责 

1应急救援组织体系	

在集团公司应急救援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处置突发应急救援组织

分体系。 

2指挥机构组成及职责	

2.1 指挥机构组成 

为加强处置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统一指挥、协调，公司

成立处置突发环境事故以及救援指挥部。 

2.1.1 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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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副总经理 

成员单位：安监办、生产技术部、行政部 

2.1.2 应急救援工作小组（应急指挥部） 

组长：副总经理 

副组长：安监办负责人、生产技术部负责人、行政部负责人 

成员：各部门专职人员 

2.2 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环境安全的

方针、政策及规定； 

（2）组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 

（4）负责应急防范设施（备）（如堵漏器材、环境应急池、应急

监测仪器、防护器材、救援器材和应急交通工具等）的建设；以及应

急救援物资，特别是处理泄漏物、消解和吸收污染物的化学品物资（如

活性炭、木屑和石灰等）的储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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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跑、冒、

滴、漏； 

（6）负责组织预案的审批与更新（企业应急指挥部负责审定企

业内部各级应急预案）； 

（7）负责组织外部评审； 

（8）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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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确定现场指挥人员； 

（10）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 

（11）负责应急队伍的调动和资源配置； 

（1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上报及可能受影响区域的通报工作； 

（13）负责应急状态下请求外部救援力量的决策； 

（14）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

理；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15）负责保护事件现场及相关数据； 

（16）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培训，根据应

急预案进行演练，向周边企业、村落提供本单位有关危险物质特性、

救援知识等宣传材料。 

2.3 具体职责 

总指挥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统一指挥；调动应急队伍，各部门成

员以及救援器材、物资、药品。根据应急事件的性质、程度，可直接

指挥处理。 

副总指挥负责牵头处理相应类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协调指挥。 

应急救援工作小组（应急指挥部）负责协助指挥做好事故报警，

情况及事故的处置等工作；做好事故现场通信联络和对外联系。 

灭火救援组负责现场灭火、现场伤员的搜救、抢救伤员及事故后

对被污染区域的洗消工作。由公司安监办消防组及公司义务消防抢险

队伍组成，由安监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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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组负责对现场及周围安全人员进行防护指导、人员疏散

清点及周围物资转移等工作。由各部门经理、生产技术部主管及安监

办人员组成，由安监办负责。 

环境危险源控制组负责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

危险源，并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立即组织专用的防护用品及专用工

具等。由生产技术部和安监办负责。 

环境监测组负责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环境及时监测，确定

危险物质的成分及浓度，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

进行评估，制定环境修复方案并组织实施。由生产技术部负责。 

安全警戒组负责布置安全警戒，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

域，在人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由公司行政部负责。 

人员抢救组负责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

对受伤人员由兼职救护员进行现场急救并护送重伤员至医院进行进

一步治疗。由行政部负责。 

组织机构图如下： 

 

 

 

 

 

 

 

 

 



                      企业突发环境应急救援预案 

 12 / 32 
 

 

 

 

 

 

 

 

 

 

 

 

 

 

 

 

五 预防与预警 

1环境风险源监控	

（一） 废气处置设施安装有在线气体检测仪，紧急切断停车装 

置配备应急烟囱。现场配有手持气体检测仪，8 小时检测一次。紧急

情况发生时开启应急烟囱，冲天炉待机运行（运行时无尾气排放），

立刻组织故障修复工作。情况严重时产线停止运行。 

（二） 天然气及其相关设施安装有可燃气体报警联动装置，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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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切断阀，发生泄漏等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刻切断天然气供应。 

（三） 码头、各危险源贮存区域设置有摄像监控探头，由公司安

保人员 24 小时进行实时监控，并每隔 2 小时进行一次现场巡检。一

旦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安监办，启动对应应急救援。储油罐区、乙炔

贮存仓库配备有消防自动报警系统，一旦出现火灾，立即发出报警，

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启动灭火救援。 

2预警行动	

2.1 预警分级 

一级响应（单个漏点，漏点成滴状） 

二级响应（三个以上漏点、漏点成线状、阀门失控） 

三级响应（二氧化硫或三氧化硫大量泄漏、船舶燃油少量进

入河道、局部火灾或中毒等、三人以下灼伤） 

四级响应（二氧化硫或三氧化硫大量外泄到公司外、船舶燃

料油大量流入河道、大面积火灾或中毒等、发生人员死亡事故） 

2.2 分级响应 

一级响应：工段或车间处理 

二级响应：生产组与设备组共同处理 

三级响应：公司应急预案启动 

四级响应：请求地方政府支援 

3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1）24 小时有效的报警装置:车间现场有安装了紧急情况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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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声光报警装置。 

（2）24 小时有效的内部、外部通讯联络手段； 

内部通讯联络：联系电话 0515-83369986 

外部通讯联络：急救 120 

火警 119 

              公安指挥中心 110 

大丰区水利局 （0515-83512319） 

大丰区环保局  (0515-83912369) 

大丰区安监局 （0515-83606110） 

大丰区人民医院(0515-82513711) 

六 信息报告与通报 

1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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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事故发现者 

生产领班/      
生产主管 

应 急 中 心 
83369986 

启动车间应急预案

/进行现场施救

启动公司 
应急救援 需外部支援 

报

告 

 

 火灾:      119 

 急救:      120 

 公安：    110 

 水利局：    83512319 

 环保局：    83912369 

 安监局：    83606110 

 周边企业 

 召集小组人员并分工 

 组织人员疏散 

 组织现场应急施救 

 24 小时公司应急值守电话： 83369986-999 

 安监办：83369986-850 /911 

 行政部：83369986-800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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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上报	

当事件已经有可能对外环境造成影响时，应在 1 小时内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一级相关专业主管部门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

从发现事件后起 1 小时内上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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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潜在的危

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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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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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

上，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

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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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应急工作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上报。 

3信息通报	

当突发环境事件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影响时，应立刻通知周边可能

受影响区域的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说明危害情况，必要时通知疏

散。 

4事件报告内容	



                      企业突发环境应急救援预案 

 17 / 32 
 

事件信息报告至少应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排放污

染物的种类、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已污染的范

围，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及趋向，可能受影响区域及采取的措

施建议等。 

5联系方式	

方向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距离 

南侧 江苏东立超细粉体有限公司 0515-83858700 50M 

南侧 祥鸿新型建材公司 13914692822 50M 

北侧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0515-83513611 250M 

东侧 吉祥机械 0515-85525168 300M 

东侧 捷盛机械 0515-83816597 300M 

东侧 信达机械 0515-83913148 300M 

东侧 金缘纸业 13905112718 300M 

西北 上海纺织产业大丰园区 13905112221 500M 

七 应急响应与措施 

1分级响应机制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公

司内部（生产工段、车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

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V 级响应)、重大（III 级响应)、

较大（II 级响应)、一般（I级响应)四级。超出企业应急处置能力时，

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应急响应

由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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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小组组织实施。 

 

2应急措施	

2.1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响应程序 

 

 

 

 

 

 

 

 

 

 

 

 

 

 

 

 

2.2 大气污染事件的应急措施 

2.2.1 尾气脱硫塔故障应急措施 

接收 
上级下达应急指令 报告事件信息 下级传达应急报告 

接报

  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指挥部 

  应急处理 

环境

风险

源控

制组 

人员

抢救

组 

灭火

救援

组 

安全

疏散

组 

安全

警戒

组 

环境

监测

组 

    应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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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脱硫塔的作用就是脱去尾气中的 SO2、SO3。 

SO2 是一种有毒气体，别名污水硫酸。为无色有强烈刺激性的窒

息性的恶臭气体。极易液化溶于水、硫酸、乙酸、醇等。主要经呼吸

道吸收，对局部有刺激腐蚀作用。 

SO3是一种酸性腐蚀品，别名硫酐。与水发生爆炸样剧烈反应。

与氧气、氟、氧化铝、次亚氯酸、磷、四氟乙烯等接触剧烈反应。与

有机物如木、棉花或草接触会着火，遇潮时对大多数金属有强腐蚀性。

三氧化硫吸湿性极强，在空气中产生有毒的白烟。对皮肤、眼睛和黏

膜有强刺激性。有腐蚀性、毒性与硫酸大致相同。 

我们公司的泄漏主要是尾气脱硫塔故障引起的，安装有在线监测仪以

及现场巡检配备有手持空气检测仪 8小时检测一次。 

处置程序： 

中控室发现报警或现场巡检检测到泄漏，立刻向生产领班报告，

同时控制冲天炉处于待机状态（无尾气产生）。启动应急烟囱临时排

放余气。 

现场浓度过高时，组织区域人员疏散至污染区域上风处 150 米，

限制出入。现场处理人员必须两人操作，且必须站在上风向；使用雾

状水稀释必须佩戴正压空气呼吸器、佩戴防酸手套，不能将皮肤裸露

在外；先防泄，后处理；禁止一切周边，尤其下风作业。 

2.2.2 天然气泄漏事故应急措施 

天然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比空气轻，如果发生泄漏能迅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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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扩散，引起人身中毒、燃烧和爆炸。当空气中的浓度达到 25%时，

可导致人体缺氧而造成神精系统损害，严重时可表现呼吸麻痹、昏迷、

甚至死亡。其危险点主要分布在固化炉和卷毡机处。 

在处理天然气泄漏时，应根据其泄露和燃烧的特点，迅速有效地

排除险情，避免发生爆炸燃烧事故。排除险情的过程中，必须贯彻“先

防爆，后排险”的指导思想，坚持“先控制火源，后制止泄漏”的处

理原则，设立警戒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禁止车辆通行和禁止一切

火源，严禁穿带钉鞋和化纤衣服，严禁使用金属工具，以免碰撞发生

火花或火星。灵活运用关阀断气、堵塞漏点、善后测试的处理措施。 

处理天然气泄漏方法： 

1）公司安装有天然气报警联动装置，一旦泄漏，会自动切断天

然气管线的供气阀。如果未能自动切断，也可人工切断供气阀。如果

是阀门损坏，立刻联系天然气公司关闭上游处的供气阀门。 

2）积极抢救人员，让窒息人员立刻脱离现场，到户外新鲜空气

流通处休息。出现呼吸停止者应进行人工呼吸，呼吸恢复后，立即转

运至附近医院救治。 

3）及时防止燃烧爆炸，迅速排出险情。现场人员应该把主要精

力放在各种火源控制方面。在泄漏区域设置警戒区，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严禁车辆通行和禁止一切火源，对天然气已经扩散的地方，电器

要保持原来的状态，不要随意开或关;对接近扩散区的地方，要切断

电源。 

4）用开花水枪对泄漏处进行稀释、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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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进入天然气泄漏区的排险人员，严禁穿带钉鞋和化纤衣服，

严禁使用金属工具，以免碰撞发生火花或火星。 

2.3 船舶溢油事件的应急措施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的码头位于老斗龙港河张謇路

北侧。距离“新团河（大丰）饮用水源保护区”约 2公里，“通榆河

（大丰）饮用水源保护区”约 5 公里。主要环境风险为送货船舶溢油。 

公司码头配备应急设施有：救援杆、救生衣、救生圈、围污栏、

吸油毡、吸油海绵、手电等。 

当船舶泄漏事故发生时，船主立刻和码头管理人员联系。同时船

主立刻组织船上人员堵漏施救。码头管理人员汇报应急小组。应急小

组进入应急救援状态，督促有关成员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应急成员

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第一时间使用围污栏、吸油沾、吸油海绵

等救援设施将油污控制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及时清除出水面。如果发

现燃油大量泄漏的情况，船主和公司应急人员在 10min 内向大丰区水

利局、大丰区环保局报告，并第一时间采取控制措施将油污的影响控

制在最小范围。 

2.4 贮存设施火灾事故的应急防范措施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轻柴油主要用于备用发电机环

节。用的 1#轻柴油闪点不小于 65℃ ,凝固点不大于 10℃，低位发热

量 41033-41870kJ/kg。最大临时储量为 1X15m3，油罐区会因泄漏而

产生油蒸气，油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火源有燃烧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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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液氧储罐位于厂区东北侧，建筑面积约 264m3，液氧由专业供应

商的槽车送到储存场所，利用自带的液氧泵将液氧输送至液氧储罐储

存。液氧储罐中的液氧经汽化器汽化后，通过调压阀组调整压力到车

间所需压力，通过管道输送至生产厂房。氧气属于助燃剂，可以助长

火势，从而引起爆炸。液氧储槽区远离火种、热源，严禁吸烟，远离

易燃、可燃物，并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 

乙炔钢瓶储存于厂区危化品仓库，主要用于机修，乙炔由专业供

应商送到储存场所，厂区储存量较小。乙炔气体是极易燃的气体，受

热、震动、电火花等因素可引发爆炸。 

当以上区域严格执行防火制度：设备操作、维护、检修作业使用

不发火材料工具，严禁携带火种、热源，禁止吸烟，库温不超过 30℃；

单独存放，与氧化剂、酸类、卤素分开存放；现场装卸、运输、贮存

严格按照防火要求进行。 

以上区域一旦发生火灾，第一时间通知应急小组，应急小组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并拨打 119 消防火警电话，灭火救援组进行初期

灭火，并协助消防大队进行火灾扑灭和灭火后事故调查；安全警戒组

和安全疏散组负责现场人员的疏散和控制，禁止人员进行火灾现场，

并引导人员进入公司紧急聚集点，统计人员损伤情况，及时向总经理

汇报；环境危险源控制组负责对周边的危险源进行安全转移，并负责

火灾结束后的物品清点工作；人员抢救组负责现场人员的紧急救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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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救护对接工作，并备有应急药品和火灾个人防护设施。环境监测

组随时对火灾引起的环境状况进行确认，对使用灭火的消防水及时引

导进入公司事故池，对液体泄漏区域采取转移、围堵、拦截等措施等，

对大气环境状况确认，协助大丰环保局和大丰环境监测站进行火灾环

境影响确认，并监督火灾物品的安全环保处置。 

2.5 危险废物液体泄漏的应急防范措施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主要有树脂、废油、废

弃化学品试剂、废试剂瓶、化验废液。在各部门转运到危废仓库或从

危废仓库转移中可能出现液体泄漏的可能，主要包括废油、废弃液体

化学品试剂、化验室废液等等。 

在危险废物仓库内部配备了足够的吸油毡、在危险废物仓库外部

配备了一定量的消防砂池。为了确保安全，外部配置洗眼器和喷淋系

统，危废仓库内部设置了透风设施和防爆灯等设施。 

液体泄漏区域主要采用堵源、转移、围堵、拦截等措施。对于废

油和液体泄漏应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对泄漏源头进行控制，防止液体污

染进一步扩大；对于液体泄漏可能污染的区域，可移动的物品及时移

走，避免污染；对于泄漏区域的下游及周边的雨污口采用消防沙袋进

行围堵拦截，控制扩散面积，确保不再扩张或降低扩张速度；对与拦

截区域的液体采用收集的方式进行收集，对于不能收集的油污采用吸

油毡吸收，再用消防沙进行覆盖，对于不能收集的其他液体采用消防

沙覆盖吸收；最后对消防沙进行收集，对现场进行恢复。 

2.6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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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突发环境事故发现后，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人

员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抢救小组成员第一时间准备好各类

应急急救物质和个人防护设施。当发现现场人员受伤时，及时拨打

120，并采取临时救治措施进行救护。 

（1） 当发生大气污染事件时，抢救小组成员必须配备好个人安全

防护设施进行救护，将受伤人员及时转移到新鲜空气流通区

域休息。出现呼吸停止者应进行人工呼吸，呼吸恢复后，立

即转运至附近医院救治。 

（2） 当发生火灾事故，出现人员窒息时，参照大气污染事件救护。

出现人员烫伤事件，轻微烫伤采用冷水冲洗或烫伤药涂抹患

部，如出现骨折、大出血等症状，及时采取包扎、指压等救

急措施进行急救。 

（3） 公司配备一定的应急防护设施和应急药品，以备应急救援使

用，人员抢救小组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通知时，立即携带应

急防护设施和应急药品赶赴现场救护。 

（4） 人员抢救小组有计划的开展对中毒、受伤人员的抢救演习。

并经常性组织抢救学习。 

（5） 储备足量的急救器材和药品，并能随时取用。   

（6） 当出现人员受伤时，除临时救护外，能送医者及时送医治疗。

当救援力量无法满足救援需求，及时拨打医院救急电话 120

（备：大丰人民医院电话：0515-82513711）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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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监测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环境应急监测小组配合大丰区环境监测站

组织监测人员赶赴事件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案（包

括监测布点、频次、项目和方法等），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仪器对污染物种类、浓度、污染范围

及可能的危害做出判断，以便对事件及时、正确进行处理。 

4应急终止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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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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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2 应急终止的程序 

（1）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

现场救援指挥部批准； 

（2）现场救援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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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状态终止后，相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指挥部应根

据国务院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至

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5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环境应急指挥部指导有关部门和企业一同查找事件原因，

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2）安监办负责编制特别重大、重大环境事件总结报告，于应

急终止后上报。 

（3）应急过程评价。由大丰区环保局组织有关专家，会同大丰

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4）根据实践经验，安监办负责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

及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 

（5）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环境应急队伍维护、

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6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受灾人员的安置及损失赔偿。组织专家对突发环境事件中长期环

境影响进行评估，提出生态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

建议。 

6.2 保险 

明确公司办理的相关责任险或其他险种。对公司环境应急人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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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外伤害保险理赔。 

7 应急培训和演练	

7.1 培训 

加强环境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环境污染事件预防常识，

增强职工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公众的防范能力。 

加强环境事故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和事故源工作人员的培训和

管理，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环境应急处置、检验、监测等专门人才。 

7.2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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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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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组织一

次公司级演练。 

政府有关部门的演练，公司积极组织参加。 

八 奖惩 

按照公司的奖惩规定执行。 

九 保障措施 

1经费及其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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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置专项资金用于环境突发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各种花费，提

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2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公司对应急救援人员配备专门的装备，保证救援过程中的顺利进

行（详见第十一章：应急配备物资一览表）。 

3通信保障	

公司建立和完善环境安全应急指挥系统、环境应急处置系统和环

境安全科学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

启动时各应急部门之间的联络畅通。 

4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培训一支常备不

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措施

的预备应急力量；保证在突发事故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

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5技术保障	

建立环境安全预警系统，组建专家组，确保在启动预警前、事件

发生后相关环境专家能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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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

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

及时修订完善预案。 

十一 附录 

应急配备物资一览表、上级部门、政府部门、周边企事业单位应

急通讯录及应急小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 



                      企业突发环境应急救援预案 

 30 / 32 
 

应急配备物资一览表 

序号 装备名称 数量/单位 完好程度 存放地点 

1 干粉灭火器 142 瓶 良好 厂区及办公区域 

2 泡沫灭火器 40 瓶 良好 厂区 

3 铲车 1 台 良好 厂区 

4 铲车 1 台 良好 厂区 

5 液压拉车 3 台 良好 厂区 

6 铁丝 若干 良好 机修车间 

7 扳手 5 把 良好 机修车间 

8 强光照明灯 5 个 良好 五金仓库 

9 干电喇叭 1 个 良好 五金仓库 

10 铁铲 10 把 良好 五金仓库 

11 商务车 1 辆 良好 行政部 

12 小汽车 1 辆 良好 行政部 

13 过滤式面罩 2 套 良好 树脂车间 

14 防护手套 10 付 良好 劳防仓库 

15 编织袋 100 个 良好 五金仓库 

16 移动式潜水泵 3 台 良好 五金仓库 

17 雨衣 10 套 良好 五金仓库 

18 高筒雨靴 10 双 良好 五金仓库 

19 矿渣屑 若干 良好 料场 

20 围油栏 100 米 良好 码头 

21 吸油毡 300kg 良好 码头及危废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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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周边企事业单位应急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1 上海建材（集团）总公司 沈培荣 安监办主任 * 

上级部门

2 上海建材（集团）总公司 陈晶旌 安全专员 * 

3 大丰区安监局   83606110 

政府主管

4 大丰区环保局   83912369 

5 大丰区水利局   83512319 

6 大丰区公安局   83538014 

7 江苏东立超细粉体有限公司   83858700 

周边企业

8 祥鸿新型建材公司   13914692822 

9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83513611 

10 吉祥机械   85525168 

11 捷盛机械   83816597 

12 信达机械   83913148 

13 金缘纸业   139051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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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小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公司总机：83369988 

序号 姓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 

1 倪建华 法人/董事长   

2 方铭 总经理   

3 王书强 总工程师   

4 胡卫军 副总   

5 金志雄 书记   

6 花跃尚 人事部经理   

7 李锦才 财务部经理   

8 周爱梅 行政部主管   

9 嵇军 生产主管   

10 苗强 设备主管   

11 梁士鹏 电气主管   

12 陈宏刚 质检主管   

13 范锋 采购员   

14 陈荣才 仓库组长   

15 杨柱 项目专员   

16 王飞 EHS 助理工程师   

17 王继峰 EHS 工程师   

18 柏亚洋 生产工艺   

19 潘世祥 设备主管   

20 王军 生产领班   

21 张孝永 生产领班   

22 李军 生产领班   

23 陈传兵 生产领班   

24 陈井明 生产领班   

25 韦银和 生产领班   

26 唐安明 生产领班   

27 曹辉 生产领班   

28 束斌 叉车驾驶员   

29 束华专 叉车驾驶员   

30 杨应军 叉车驾驶员   

31 陈德峰 叉车驾驶员   

32 高小雨 叉车驾驶员   

33 朱从磊 设备工程师   

注：因涉及私人信息，对外公布中，涵盖个人联系方式的已做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