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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快速、科学地进行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提高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防止突发环境事件对公

共环境（大气、水体、土壤等）造成污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企业和周边公众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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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

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

年 11 月 1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国家主席令第九号，

2015 年 1 月 1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三十一号，2016

年 1 月 1 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七号，国家主

席令第七十号修订，2017 年 6 月 27 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国家主席令第十三

号,2014 年 12 月 1 日）； 

（6）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 101 号）； 

（7）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 119 号）； 

（8）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 



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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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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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重庆市环境保护系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暂行办法》； 

（13）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0]年 10 号）； 

（14） 《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2012〕9 号）； 

（15）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编制和完善各类环境应急预案的通知》（渝

环发[2010]78 号）； 

（16）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告〔2017〕11 号）； 

1.2.2 有关文件、资料 

1）《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重庆市

化工研究院，2019 年 1 月）； 

2）其他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区域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

的应对。 

1.4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与

《重庆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工业园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板桥工业园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并与公

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相互衔接。 

当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介入或主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时，指挥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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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1。 

 

图 1-1 应急预案体系 

1.5 工作原则 

在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时，应本着实事求是、切

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救人第一、环境优先； 

2）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 

3）快速响应、科学应对； 

4）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



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 

 

2.企业基本信息 

2.1企业基本情况 

2.1.1 企业简介 

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22 日注册成立，位于荣昌区板桥

工业园重庆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工业园内。2016 年 8 月公司与重庆江特表面处理

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整体打包租赁重庆江特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热镀锌项目场

地范围、厂房、生产线及设备，并在此基础上新增钢结构镀锌件生产线及喷塑生

产线，生产能力为热镀锌 6 万吨/a、钢结构镀锌件 5.1 万吨/a（电力塔 18000t、

通信塔 11000t、高铁产品 22000t）。 

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2-1。 

表2-1 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单位名称 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5U71NY92 

3 法定代表人 石永丹 

4 企业地址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灵方大道 28 号 

5 中心经纬度 北纬 N29°50′10.01″ 东经 E106°59′1.66″ 

6 行业类别 其他制造业 

7 建成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厂区面积 占地面积 38960m2，总建筑面积 12020 m2 

9 员工人数 120 人 

10 生产规模 热镀锌 6 万吨/a、钢结构镀锌件 5.1 万吨/a 

11 环境风险物质 盐酸、重铬酸钠、氯化锌、氯化锌溶液、天然气、润滑油 

2.2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1）大气环境通道 

公司位于荣昌区板桥工业园重庆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工业园内，周边主要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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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企业和居民区，评价范围内无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及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等环境敏感点，周边五公里范围内有医院、学校、居民小区等大气环境敏感点。

周边 5 公里范围内主要环境空气敏感点和保护目标详见表 2-2。 

表2-2 主要环境空气敏感点和保护目标 

序

号  
敏感点名称  

与厂界最近距离  

规模  
保护目标 

类型 方位  
直线距离  

（m）  

1 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W 15 约 50 人以上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2 渝莱玻璃有限公司 N 40 约 50 人以上 

3 奥冠钢管有限公司 N 40 约 50 人以上 

4 电镀集中加工点污水处理厂 S 15 约 10 人以上 

5 重庆明亮电镀有限公司 S 55 约 50 人以上 

6 重庆鸿松电镀有限公司 S 55 约 50 人以上 

7 重庆昌达金属表面处理加工厂 S 55 约 50 人以上 

8 油栎安置小区 SW 600 约 1000 人以上 

9 荣峰河廉租房 S 800 约 1000 人以上 

10 曾家房子 E 850 约 30 户 

11 职教中心 SW 1300 师生约 500 人 

12 棠城·美寓 WN 500 约 2000 人以上 

13 板桥社区廉租房 WN 950 约 1000 人以上 

14 寰泰世纪城 SW 2000 约 1000 人以上 

15 家庙安置房 N 1500 约 800 人以上 

16 道观村 S 1700 / 

17 昌州街道 W 2000 约 35000人以上 

18 昌元街道 W 4000 约 40000人以上 

2）水环境通道 

公司生产废水经废水收集池收集后进入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工业园废水处理

站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工业园废水处理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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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系统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板桥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后排入池水河。区

域内主要地表水敏感点和保护目标见表 2-3。 

表2-3 主要环境地表水敏感点和保护目标 

序号 水环境敏感点 方位 
最近距离 

（m） 
备    注 

1 池水河 SW 1500 Ⅳ类水域 

2 濑溪河 W 5100 Ⅲ类水域 

3 峰高河 N 670 Ⅲ类水域 

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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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风险源情况和环境风险评价 

3.1 环境污染风险源情况 

3.1.1 环境风险物质 

根据公司产品、原辅材料和“三废”产生情况，结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分级方法》（HJ941-2018）中附表所列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清单，识别出企业

生产、经营中发生事故后可能对环境产生风险的物质，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及其特

性见表 3-1。 

表 3-1 环境风险物质及其特性表 

序号 风险物质 
物理 

性状 
CAS 号 危险特性 

是否是风

险物质 

1  盐酸 液体 7647-01-0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

（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2 

是 

2  重铬酸钠 固体 7778-50-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 1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1B 

致癌性,类别 1A 

生殖毒性,类别 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

（呼吸道刺激）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是 

3  氯化锌 固体 7646-85-7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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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风险物质 
物理 

性状 
CAS 号 危险特性 

是否是风

险物质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

（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4  氯化锌溶液 液体 7646-85-7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是 

5  天然气 气体 8006-14-2 
易燃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是 

6  润滑油 液体 / 油类物质，危害水生环境 是 

3.1.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情况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公司未构成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3.1.3 环境风险单元及风险防范措施 

主要风险单元及防控措施情况见表 3-2。 

表 3-2 主要风险单元及防控措施情况 

序号 风险单元 风险物质 事故类型 主要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1 3#厂房 
盐酸、 

氯化锌溶液 
泄漏 

储存池周边设置有导流沟，设置备用

池，配置应急泵等应急物资。江特表面

处理电镀工业园设置有容积为 500m3

的事故池，雨水排口设置有切断阀。 

2 化工库房 
重铬酸钠、氯

化锌、润滑油 
泄漏 

独立房间存放，地面硬化处理。江特表

面处理电镀工业园设置有容积为500m3

的事故池，雨水排口设置有切断阀。 

3.2 风险事故及其环境影响 

3.2.1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对风险物质、工艺、安全管理及现有环境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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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急措施的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见表 3-3。 

表 3-3 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序号 单元名称 事故情景 可能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 

1 3#厂房 

酸池、助镀池破损、人

为操作失误、安全事故

等原因可能导致环境

风险物质发生泄漏。 

极端状况下，泄漏物或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的事

故废水，可能通过厂区道路、雨水管网等流出厂

界进入外环境，造成水、土壤环境污染。泄漏物

挥发、火灾事故燃烧产生的浓烟等可能造成大气

污染。 

2 化工库房 

储存、搬运、吊装或人

为操作失误等原因致

使包装破损，造成风险

物质发生泄漏。 

极端状况下，泄漏物或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的事

故废水，可能通过厂区道路、雨水管网等流出厂

界进入外环境，造成水、土壤环境污染。火灾事

故燃烧产生的浓烟等可能造成大气污染。 

3.2.2 环境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规范导则，

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对其现场进行了认真的踏勘；采用突发

环境事件环境风险等级评估对该公司的环境风险现状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据

此提出相应的完善计划。形成如下评价结论： 

（1）公司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主要是盐酸、重铬酸钠、氯化锌、氯化锌溶

液、润滑油、天然气。 

（2）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企业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对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计算涉及环境

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分析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调查环境

风险受体敏感性，确定该公司的环境风险等级为“较大[较大—大气（Q2-M1-E1）

+一般—水（Q2-M1-E3）]”。



重庆玉带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0 

 

4 组织机构与职责 

4.1 常态下应急管理机构及职责 

日常情况下，公司设有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由总经理担任组长，副总经理担

任副组长，成员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设在

生产部，主要负责应急管理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以及组织对预案进行修订和

维护等。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设置情况见图 4-1。 

 

 
 

图 4-1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4.2 事故状态下现场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 

4.2.1 现场处置组织机构 

事故状态下，应急领导小组自动转化成为应急指挥部，应急领导小组组长转

化成总指挥，副组长转化成副总指挥，应急指挥部下设 3 个应急处置组：现场抢

险组、警戒疏散组和综合保障组，负责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当应急总指挥丧失指挥职能时，由副总指挥自动接替。 

应急处置组织机构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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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图 

4.2.2 组织机构职责 

4.2.2.1 应急指挥部职责 

1）应急指挥部 

（1）发生重大事故时，组织、调动、指挥各应急救援小组实施救援行动，

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 

（2）判断事故危害后果及可能发展趋势，根据事故类别、状态及危害程度

研究应急行动方案，做出相应的应急决定； 

（3）负责向上级管理部门及向外通报事故情况，向可能受到污染影响的外

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4）组织开展善后工作，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

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2）总指挥职责 

（1）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指挥全公司的事故应急行动的运作协调，应急策略，随时掌握事故发

展变化状况，决定应急处置方案； 

（3）向管理部门报告事故的一系列情况，以及请求外部应急机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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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3）副总指挥职责 

（1）协助总指挥组织和指挥应急救援行动； 

（2）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缓事故后果的对策、建议和行动； 

（3）总指挥因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不能出现在指挥现场时，全权代理总指挥

执行职责。 

（4）协调、组织和获取应急救援所需的其它资源、设备以支援现场； 

4）指挥部成员职责 

服从统一调动，在职责范围内全力配合公司应急抢险工作，担负起相应的事

故应急抢险责任。     

4.2.2.2 应急队伍职责 

1）现场抢险组 

组长：镀锌车间主任 

副组长：镀锌车间副主任 

成员： 车间生产人员 

职责：负责开展现场处置工作；抢救遇险人员、抢修被破坏的设备；封堵、

关闭泄漏源、隔离其他危险源、安全转移各类危险有害的污染物；扑灭已经发生

的火灾，及时撤走易燃物品，控制灾害的进一步发展；对泄漏物、事故废水进行

拦截、围堵、疏导，确保泄漏物料和事故废水进入废水处理站或事故池，不外流。 

（2）警戒疏散组 

组长：生产总监 

副组长：生产部负责人 

成员：生产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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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负责事故危险区域的治安、警戒、人员疏散和现场保卫工作；负责设

置警界区域，维护现场秩序、疏通道路、车辆疏通、维持治安秩序；按技术专家

确定的避灾路线组织危险区人员撤离；疏导围观群众离开现场，进行人员疏散，

保证人员安全撤离，保证交通路线畅通；负责与外界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络。 

（3）综合保障组 

组长：总经理助理  

副组长：综合部主任 

成员：综合部人员 

职责：负责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并组织发放；负责抢险抢修物资的供应、运输，

保障必须品的供给，建立快速的供货渠道；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检查厂区

排口情况，阻止废水排入外环境，对事件进行初步判断，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到

达后，负责引导，协助开展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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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和预警 

5.1 预防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环境风险源的情况，对突发环境事件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降低

或避免事故造成的危害，建立健全风险源预防体系。 

预防措施主要包括： 

1）建立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明确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

人或责任机构，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2）建立环境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加强对环境风险单元等重点区域的日常

巡检巡查，及时排除各种环境隐患； 

3）完善环保应急物资及装备，保证环保设备、设施、器材的有效使用； 

4）现场作业人员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加强设备的检查维护，管理

人员应按时对生产现场进行巡查，及时发现事故苗头。 

5）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风险的意识，掌握必要的预防知识； 

5.2 预警 

预警即是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和灾难，并预先对其进行准备和预防。事

先预防胜过事后补救，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 

5.2.1 预警分级和预警方式 

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发生的部位、事故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

及的范围，对应风险源分级内容，将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 3 级：3 级预警（车

间级）、2 级预警（公司级）、1 级预警（社会联动级）。 

通过座机电话、手机等方式向公司各部门发布和传递预警信息。 

5.2.2 预警条件 

当出现下列状况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及时组织风险评估，根据预测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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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启动预警： 

1）通过现有监测、报警设施发出的监测、报警信号或数据分析，出现事故

征兆，有可能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2）已发生的事故，通过初期的应急处置判断，有进一步扩大可能； 

3）已经查明的重大险情，一旦引发事故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环境破

坏、财产损失； 

4）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并可能导致次生环保事故的； 

5）收到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6）相关联的地区或单位发生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对本环境或安全等

产生影响。 

5.2.3 预警研判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根据以上预警条件进行预判，根据预判结果发布相应

级别的预警。当预判突发事件影响可能超出事故装置范围不超出车间范围时，发

出 3 级预警；当预判突发事件影响可能超出车间范围不超出公司范围时，发出 2

级预警；当预判突发事件影响可能超出公司范围时，发出 1 级预警。 

5.2.4 预警信息发布 

当预警级别为 3 级时，由车间主任发布预警信息；当预警级别为 2 级时，由

副总经理发布预警信息，当预警级别为 1 级时，由总经理发布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事件类别、发生的时间、可能涉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

延续时间、提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当预警发生事故的条件消除，或现场得到妥善处置，由预警信息发布人解除

预警。 

5.2.5 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状态后，根据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及

时上报给区内相关部门，同时公司应当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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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座机电话、手机等方式及时向各岗位发布和传递预警信息； 

（2）指令各相关岗位采取防范措施，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3）连续跟踪事态发展，一旦达到事故标准时，启动应急响应； 

（4）各岗位要按应急预案规定及时研究确定解决方案，通知本岗位人员采

取防范措施，或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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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报告与通报 

6.1 内部报告 

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工作人员或事故最早发现者应立即采取相应的

处置措施，并拨打公司应急值班电话，向应急值班人员报告事故情况，应急值班

人员立即报告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上报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公司 24 小时值班电话：023-46766648 

6.2 信息上报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经分析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发生泄漏事故超出厂界

或重大及以上环境事件时，应立即上报荣昌区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并立即下令给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 

6.3 事件报告内容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从发

现事件后由发现人立即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有事件调查组成员随时

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由事件调查组成员立即上报。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

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伤情况、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等初步情况。 

续报可通过电话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主要内容

包括：事件发生的过程、进展情况，应急处理情况、事故控制状态、事故发展趋

势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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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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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响应 

7.1 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危害程度、需要投入的应急救援力量、影响范围等，把应急响应分

为三级：三级响应（车间级）、二级响应（公司级）一级响应（社会级）。 

1）三级响应（车间级）：车间内部可以完全控制，一般不需要公司其他部

门援助，可完全依靠车间自身应急能力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 

2）二级响应（公司级）：公司内部可以完全控制，一般不需要外部援助，

不需要额外撤离其他人员。事件限制在小区域范围内，不会立即对公司外人群和

环境构成威胁，可完全依靠公司自身应急能力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 

3）一级响应（社会级）：范围大，难以控制与处置，对公司外部人群与环

境构成极端威胁，可能需要大范围撤离；或需要外部力量、资源进行支援的突发

环境事件。 

7.2 应急响应程序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时接到预警时事件未发生，

可以通过发布预警采取预警行动予以应对，根据事态发展调整或解除预警；二是

接到报警时事件已经发生，需要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响应流程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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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应急响应程序 

7.2.1 接警与响应级别确定 

接到事故报警后，按照工作程序，对警情作出判断，初步确定相应的响应级

别。当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和影响局限于车间范围，启动三级响应；当突发环境事

件危害和影响局限于公司范围，启动二级响应；当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和影响超出

公司范围，启动一级响应；如果突发环境事件不足以启动应急救援体系的最低级

别，响应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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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部门、核心装置

人员应急处置 

报告总经理 

成立应急指挥部 

启动综合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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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紧急处置 

请求外部救援 

启动外部 

救援预案 

现场恢复 

N 

Y 

Y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现场抢险组 

警戒疏散组 

综合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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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应急启动 

应急响应级别确定后，按所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程序，如通知相关人员

到位、开通信息与通讯网络、通知调配救援所需的应急资源（包括应急队伍和物

资、装备等）、成立应急指挥部等。 

7.2.3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发生部门或车间应当立即采取有效的先期处置措

施来防止污染物的扩散，如切断污染源，采取堵漏、截流措施等。 

7.2.4 响应行动 

有关应急队伍进入事故现场后，迅速开展事故侦测、警戒、疏散、人员救

助、工程抢险等有关应急救援工作。当事态超过响应级别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时，向应急指挥部请求实施更高级别的应急响应。 

1）应第一时间采取切断和控制污染源的措施，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2）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必须做好个体防护，严格按有关规定安全着装，确保

自身安全和应急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 

3）事故现场的生产、操作人员应在专业人员来临前，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

故危险区，并按应急预案做好工艺处理，尽力防止事故扩大，然后可在指挥部的

指导下安全撤离事故现场。 

4）应急指挥部有关专业人员应划分出事故现场危险区、边缘区，并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现场指挥部负责及时通知。 

5）由总指挥判断能否控制事故的继续发展，若不能则及时请求外界支援。 

6）事故发生后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控制，甚至还有加剧、扩大的可能，现场

应急指挥部应决定、组织人员紧急疏散或转移。 

7.3 应急处置措施  

1）盐酸泄漏应急处置措施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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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盐酸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点位名称 3#厂房 

风险物质 盐酸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现场人员发现盐酸发生泄漏。 

事件原因 酸池腐蚀严重，维护保养不到位，造成盐酸发生泄漏。 

危害程度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2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  车间主任 副总经理 应急救援指挥部 

现场隔离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排险措施 

1） 应急处置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事故现场，如防酸碱手套、

防护靴等。 

2）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封堵泄漏口，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3） 小量泄漏：封堵泄漏口，收集泄漏物。 

4） 大量泄漏：用泵将酸池内盐酸转移至备用池中储存，泄漏物利用

储存池周边设置的导流沟收集到废水收集池中。 

污染处置 回用或送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撤   离 事故处置完毕后，撤离警戒线，撤除应急措施。 

2）重铬酸钠泄漏应急处置措施见表 7-2。 

表 7-2 重铬酸钠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点位名称 化工库房 

风险物质 重铬酸钠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现场人员发现重铬酸钠发生泄漏。 

事件原因 搬运过程中人为操作失误造成重铬酸钠包装破损发生泄漏。 

危害程度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急性毒性-经口,类别 3*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2*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 1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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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1B 

致癌性,类别 1A 

生殖毒性,类别 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  车间主任 副总经理 应急救援指挥部 

现场隔离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排险措施 

1） 应急处置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事故现场，如防酸碱手套、

防护靴等。 

2） 利用空桶或其他容器收集泄漏物。 

污染处置 将收集的泄漏物回收利用。 

撤   离 事故处置完毕后，撤离警戒线，撤除应急措施。 

3）氯化锌泄漏应急处置措施见表 7-3。 

表 7-3 氯化锌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点位名称 化工库房 

风险物质 氯化锌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现场人员发现氯化锌发生泄漏。 

事件原因 搬运过程中人为操作失误造成氯化锌包装破损发生泄漏。 

危害程度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  车间主任 副总经理  应急救援指挥部 

现场隔离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排险措施 

3） 应急处置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事故现场，如防酸碱手套、

防护靴等。 

4） 利用空桶或其他容器收集泄漏物。 

污染处置 将收集的泄漏物回收利用。 

撤   离 事故处置完毕后，撤离警戒线，撤除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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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氯化锌溶液应急处置措施见表 7-4。 

表 7-4 氯化锌溶液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点位名称 3#厂房 

风险物质 氯化锌溶液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现场人员发现氯化锌溶液发生泄漏。 

事件原因 助镀池腐蚀严重，维护保养不到位，造成氯化锌溶液发生泄漏。 

危害程度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  车间主任 副总经理 应急救援指挥部 

现场隔离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排险措施 

1） 应急处置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事故现场，如防酸碱手套、

防护靴等。 

2）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封堵泄漏口，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3） 小量泄漏：封堵泄漏口，收集泄漏物。 

4） 大量泄漏：用泵将助镀池内氯化锌溶液转移至备用池中储存，泄

漏物利用储存池周边设置的导流沟收集到废水收集池中。 

污染处置 回用或送江特表面处理电镀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撤   离 事故处置完毕后，撤离警戒线，撤除应急措施。 

5）润滑油泄漏应急处置措施见表 7-5。 

表 7-5 润滑油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点位名称 化工库房 

风险物质 润滑油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现场人员发现润滑油发生泄漏。 

事件原因 搬运过程中人为操作失误造成润滑油包装破损发生泄漏。 

危害程度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激）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类别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类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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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  车间主任 副总经理  应急救援指挥部 

现场隔离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排险措施 

1） 立即翻转包装桶，使泄漏口朝上。 

2） 利用空桶或其他容器收集泄漏物。 

3） 地面上的泄漏物用吸油毡吸附或用消防沙覆盖。 

污染处置 将收集的泄漏物回收利用或做危废进行处理。 

撤   离 事故处置完毕后，撤离警戒线，撤除应急措施。 

5）事故废水处置措施 

发生火灾事故后产生的消防废水，立即用消防沙袋进行围堵，同时封堵事故

区域附近的雨水管网排口，用泵将事故废水泵入废水收集池或电镀园区事故池，

进入电镀园区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严禁事故废水等沿雨水管网外排进入外环

境。 

7.4 环境保护目标应急措施 

1）可能受影响区域、水体 

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为大气、水、土壤环境。 

2）可能受影响人员疏散方式、方法、地点 

根据突发环境事故的可能影响范围，应立即通知该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将可

能受影响的人员安全疏散至上风向安全地带。 

3）可能受影响单位、社区人员基本保护措施及防护方法  

派遣公司内熟悉情况的相关人员根据突发事故的实际情况，指导可能受影响

单位、社区人员釆取相应基本保护措施，并进行正确防护。 

主要保护措施和防护方法有：按照正确的疏散路线撤离，避免穿越危险区域，

不与泄漏物质直接接触。 

4）周边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办法 

若突发环境事故影响到周边区域，在关键路口和交通道路上派人把守，杜绝

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并负责疏导公路运输，确保应急救援人员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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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出通畅。 

5）临时安置场所 

根据突发事故的影响范围，在上风向安全距离外设置临时安置场所，供可能

受影响单位、社区人员撤离后的临时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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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监测 

公司目前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对突发环境事

件进行初步分析，掌握第一手基本资料，同时，立即联系地方环境监测部门。当

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人员到达后，应积极配合其进行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

境事件的实际情况，配合环境监测部门迅速确定污染物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布点、

频次、项目和方法等），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8.1 应急监测方案 

1）监测项目 

根据事故类型和排放物质确定。 

地表水：pH 值、氯化锌、石油类等  

大气：氯化氢、非甲烷总烃、烟尘等 

2）监测区域 

大气环境：事故发生地周边区域（根据事故排放量定监测范围） 

（3）监测频率 

主要依据现场污染状况确定。事故刚发生时，采样平率可适当增加，待摸清

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样频次。力求以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最具有代表

性的样品。 

8.2 区域应急监测能力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由专业队伍负责对事故现场进行侦察监测，因本单位

监测能力不够，需立即请求荣昌区环境监测站支援。 



 

 

 

9 应急终止  

9.1 应急终止的条件及程序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终止应急行动： 

1）污染事故得到完全控制，污染危险已经消除； 

2）污染物的泄漏或释放，经监测符合相关规定； 

3）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被彻底消除； 

4）对事故相关险情已处置完毕，应急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用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周边人群的危害将至较低水平，并无二次危害

可能。 

突发环境事件终止应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1）各抢险队伍报告事故相关险情已处置完毕，或由事故责任部门提出应急

终止，经现场指挥部批准； 

2）由总指挥向各抢险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宣布应急行动结束； 

3）应急状态终止后，有关部门应根据指挥部指示及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

境监测、组织设施设备的抢修，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9.2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应急处置人员接到应急状态解除通知后，应清理好抢险物资方可撤离事故现

场。应急工作结束后，总指挥应指定相关人员完成如下事项： 

1）按规定写出书面报告。需要向政府部门报送的，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

容： 

（1）环境事件类型、发生的时间、地点； 

（2）事故原因、污染源、主要污染性质； 

（3）事故的简要经过、人员受害情况、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统计； 

（4）事故抢救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5）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6）事故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2）事故调查组尽快调查事故原因。 

3）事故发生车间（部门）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和原始资料收集工作，向事故

调查组移交相关资料；得到事故调查组同意后，才可开始现场的恢复重建工作； 

4）应急办公室组织编写应急处置工作总结，作为应急预案评审、修订的重

要资料。 



 

 

 

10 后期处置 

10.1 事故现场保护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成立调查小组对现场进行摄像、拍片等取证分析，开

展事故调查。禁止其他无关人员进入，确保事故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10.2 事故污染物处理 

本着科学处理、尽可能减少对周围环境污染的原则对因发生事故而产生的污

染物进行处理。 

10.3 生态恢复 

若突发环境事件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公司应调查其程度，给予适当

补偿，积极协助相关人员釆用乡土物种种树、植草。农作物受到损坏，应按规定

给予经济补偿。 

10.4 善后 

协调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包括受伤人员及受影响人员的慰问、安置与补偿，

现场清理与污染物处理、事故后果影响消除等。 

10.5 处置效果和应急经验总结 

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由应急办公室分析总结应急处置经验教

训，对抢险过程和应急处置能力进行评估，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及时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11 应急保障 

11.1 队伍保障 

1）组建内部应急队伍，加强应急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

伍的素质，使应急队伍规模和人员技能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需要。定期开

展应急培训、预案宣传和演练。如有人员调离，应及时补充。 

2）当内部救援力量无法对事故进行有效控制时，应由总指挥向外部救援机

构、荣昌区环保局、区政府等部门联系，请求协调救援力量。同时应说明事故性

质、事态大小、风险物质有关理化性质、所需增援的救护器材及人员接应方式等。 

11.2 应急装备物资 

根据事故情景，配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处置装备及物资，发生事故时，确保各

种应急装备及物资都能及时调配到应急现场。应急装备及物资情况见附件。 

11.3 资金保障 

应急专项资金由企业自筹资金，主要用于应急物资设备购置、应急预案演练、

应急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等。 

11.4 应急联动保障 

与外部救援机构、周边社区和临近企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促进相互配合。

在应急期间，按照地方政府的统一要求，做好各项应急措施的衔接和配合。 

11.5 技术保障  

应急办公室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资源和技术设备设施资源，为应急救援

提供技术支持，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科学研究，加强环境监测、预测、预防和应

急处置的技术研发，不断改进技术装备，提高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技术水平。 



 

 

 

11.6 交通运输保障 

应急响应时，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交通资源，保证及时调运应急抢险、处置

人员、装备及物资。调集的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均应保证性能完好，并处于紧急待

命状态；驾驶员应作好抢险运输准备，尽快了解事故情况及相应环境风险物质性

质，熟悉运输线路，釆取相应防护准备措施，随时接受调配。 

11.7 通信保障 

应急处置相关人员手机 24 小时开通，保证需要时能联系到相关人员和部门。

应急处置有关人员、外部救援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的应急有效联系电话见附件。 

 

 



 

 

 

12 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 

12.1 宣传 

公司应向员工说明本单位所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的危险特性及发生事故可

能造成的危害。广泛宣传突发环境事件有关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

互救的应急常识。增强职工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应急能力。掌握预

案、应用预案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12.2 培训 

1）应急管理、处置人员的培训 

公司应急办公室负责组织应急管理、处置人员的相关培训工作，主要包括：

应急预案的内容、消防器材的使用及维护保养、事故处置程序、事故处理中的安

全注意事项及自救、互救知识等。每年至少培训一次。 

2）员工培训 

全员培训：个人的职责、危害信息和防护措施，通报、警告和通讯程序，疏

散和避难的职责与程序，一般应急设备的位置和使用，应急程序的终止。 

新员工：进厂必须培训合格方才上岗。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应急预案的内容、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消防器材的使用、岗位应急救援措施、紧急撤离方法、风向

识别方法等。 

12.3 应急演练 

12.3.1 演练基本内容演练的类型 

应急预案演练内容包括泄漏或火灾事故发生后，应急救援系统的启动，第一

时间的处理，现场处置组如何联系和赶赴现场，现场的抢救和维持，受伤救护，

对外联系，与专业消防部门的配合等情况。演练必须要有演练计划，并通过批准。 

12.3.2 演练频次 



 

 

 

应急演练的演练原则上不少于每年 1 次。 

12.3.3 演练基本内容 

演练内容包括事故报告、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及处置措施、个人防护用品和

消防器材的使用、人员的撤离及疏散、应急监测及中止等。 

通过定期的演练，提高企业防范和处置突发性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

力。同时作好演练记录。 

 



 

 

 

13 预案的更新、备案、发布 

13.1 维护和更新 

为适应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部门或应急资源的变化，结合生产过程

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定期对本预案进行修订更新，内部和外部评

审。 

13.2 应急预案备案 

应急预案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报荣昌区环保局备案。 

13.3 应急预案的发布与实施 

本预案自公司总经理批准，以公司文件印发，自发文之日起生效。 

本预案由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负责制定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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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应急救援联系电话 

序号 
应急救援 

机构 
职务 姓名 部门及职务 通讯联络方式 

1 
应急 

指挥部 

总指挥 石永丹 总经理 17320434119 

副总指挥 张扬全 副总经理 13896064915 

2 
 

现场 

抢险组 

组长 覃业远 镀锌车间主任 15730303786 

副组长 王超 镀锌车间副主任 13896022191 

成员 

邱平 车间生产人员 18223173002 

戴其强 车间生产人员 18523598025 

邱彬彬 车间生产人员 15023750961 

朱吉磊 车间生产人员 18883709592 

吴显华 车间生产人员 18723140886 

邓万禹 车间生产人员 18716419009 

胡明德 车间生产人员 17830150828 

   3 
警戒 

疏散组 

组长 但长文 生产总监 15213037848 

副组长 王先春 生产部负责人 15213060970 

成员 

叶周武 生产部人员 18983130318 

龙书介 生产部人员 13062314784 

唐明勇 生产部人员 18883216078 

4 
综合 

保障组 

组长 伍军 总经理助理 15923206006 

副组长 蒋祖玉 综合部主任 17783015525 

成员 

贺熙 综合部人员 15922909887 

郑斌 综合部人员 18523535939 

蒋锡文 综合部人员 15920080618 

 



 

 

 

附件 2  外部救援机构联系电话 

 

特殊电话号码 

火警电话 119 

急救电话 120 

报警电话 110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122 

政府机构应急联系电话 

荣昌区环保局 023-46742374 

荣昌区安监局 023-46732396 

荣昌区政府应急办公室 023-46741006 

园区办公室 023-46768777-6001 



 

 

 

附件 3  应急装备及物资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存放位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消防栓 4 套 各个厂房 王先春 15213060970 

2 灭火器 15 个 各个厂房 戴其强 18523598025 

3 应急泵 1 个 3#厂房 戴其强 18523598025 

4 应急池 1 个 3#厂房 覃业远 15730303786 

5 胶靴 4 双 3#厂房 康燕 17738561437 

6 胶手套 50 双 3#厂房 康燕 17738561437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图 



 

 

附图 3平面布置及应急疏散图 



 

 

附图 4  风险单元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