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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通过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针

对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能够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现场环境应急处理、处置，

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2）能够使企业充分意识到采取应急措施的意义和重要性。提高企业预防突

发环境事件的反应、应急能力，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3）能够促进企业规范化管理，提高企业应急能力，采取最佳事故救护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将事故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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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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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号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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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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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13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

1.2.2 法规性文件

（1）《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环发[2009]130号）；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4）《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

（5）《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政办发〔2014〕15号）；

（6）《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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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

（8）《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0号，2012.5.31）；

（9）《济南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办法》（济环发[2009]4号）；

（10）《济南市危险废物产生、处置和利用企业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济

环字[2010]42号）；

（11）《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5044－2010）；

（12）《济南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验收工作方案》（济环字[2010]97）。

1.2.3 技术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4）《山东省固定源大气颗粒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1996-2011）；

（5）《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8）《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年版）；

（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10）《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号）；

（1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06.1.24；

（12）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的通知（鲁环发〔2012〕85号）；

（13）《济南市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济环字〔2014〕19号；

（14）《济南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济政办发〔2014〕19号；

（15）《章丘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6）《山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估导则》；

（1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18）《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

（19）《关于提高部分排污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的通知》（济政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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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9号）；

（20）《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656-2006)。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应于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生产、生活范围内的一切生产经营活

动中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1.4 应急预案体系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分为综合应急预案、专

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综合应急预案是总纲，现场处置方案是具体行动方案，

是针对具体的装置、场所或设施、岗位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1.5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的监测、监控并

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

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

除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实行“厂区统一领导指挥，

企业各部门积极参与和具体负责”，以加强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快

速反应能力。

（3）坚持以企业为主，先期处置的原则。当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业

在及时上报情况的同时，迅速采取措施，在第一时间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先期处置，

控制事态、减轻后果。

（4）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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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培训演习，

应急工作应常备不懈，为本企业和其它企业及社会提供服务，做到应急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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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为原中德合资济南考格尔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是

由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专用车企业，也是中集车辆集团在中国北方地区生

产各类特种车专用车的骨干企业。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前身为 1958年成

立的济南改装厂，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改装企业之一。1993年，德国考格尔车辆股

份有限公司与济南汽车改装厂组建合资企业，即为济南考格尔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2003年，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济南考格尔特种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

中集集团在济南章丘明水经济开发区征地 500亩，建立中集山东生产基地；2005年

初，济南考格尔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搬入新厂区，并正式更名为中集车辆（山东）有

限公司。

公司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开工建设，生产规模为年产 15000 辆专用车，主要包

括半挂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罐式车和自卸车。在 2007年开始建设二期罐车生

产项目，由于受市场环境的严重冲击和影响，公司经充分调研研究决定，不再上二

期罐车生产线。后来为迎合市场需求、同时充分利用现有闲置的车间厂房，计划对

车间进行改造建设投产冷链厢体（冷藏保温车厢）项目，同时，对一期工程进行了

压缩，生产能力调整为每年 4900辆，并拆除了部分设备。冷链箱体项目于 2013年

10月年建成投产，目前处于正常生产中。

公司劳动定员为 296人，包括工程技术、生产及管理人员。全年工作日 300天，

每日采用单班制工作，每班工作时间 8小时。

（1）主要产品及规模

主要产品

专用车（半挂车、混凝土

搅拌运输车、罐式车和自

卸车） 年产量

4900辆

冷链箱体 4000台/套

冷藏车厢板 2500-3500台/套

（2）生产工艺流程

全厂主要生产专用车（一期工程）和冷链箱体（技改项目）两部分，其中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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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生产工艺主要为钢材预处理和车体生产两部分。

一、钢材预处理生产工艺流程

钢料由汽车运输进厂，经开卷校平后按照生产要求进行数控切割，然后送入预

处理工段。在预处理工段首先经抛丸机对板材进行抛丸处理，以去除钢板表面污物，

然后经一次喷漆、烘干后按照需要进行折弯、冲压、成型等处理。处理后的板材及

型材由输送机送入焊装联合车间。工艺流程详见图 2-1。

图 2-1 钢材预处理及冲压车间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车体生产工艺流程

车体生产包括四条生产线即半挂车、自卸车、罐车和混凝土搅拌车生产线，其

中，罐车和混凝土搅拌车生产工艺基本相同。车体生产工艺可概括为：处理后的板

材、型材在各车型生产线上进行拼装、焊接，焊接成型的车体送入涂装车间经打砂、

清理、喷底漆、喷面漆、烘干等工序后送入总装车间与购入的汽车底盘进行整车装

配。整车再经调试、检验便可成品外销。工艺流程详见图 2-2~图 2-4。

预处理、冲

压车间来料

部件分、总

成焊接
车架拼装

在翻转胎具

上焊接

铺面板线卡

子焊接

悬挂定位
后保险杠焊

接
打砂清理喷底漆烘干

喷面漆 烘干
车轴与车架装

配支腿安装
车轮装配

各种线路、配

件装配

调试、检验出厂

钢材存放 开卷校平 数控切割 堆垛 抛丸处理

一次喷漆烘干折弯冲压焊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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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半挂车工艺流程及排污环节图

图 2-3 自卸车工艺流程

图 2-4 罐车、混凝土搅拌车工艺流程

副车架左右

纵梁拼焊
副车架焊接

各 侧 板 拼

焊、焊接

预处理

冲压车

间来料
箱体拼焊、

焊接

车厢与副车

架组装
配装油缸 打砂、清理

喷底、面漆

烘干小件涂装

底盘改装

整车装配调

试

侧防护栏、挡

泥板等制作

罐体制作及

焊接

管箱、管路制

作

预处理

冲压车

间来料
管箱支架焊

接、管箱配装
喷底、面漆 烘干

小件涂装

底盘改装

整车装配调

试

打砂、清理

检验出厂

检验出厂

侧防护栏、挡

泥板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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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链厢体生产工艺流程

聚氨酯下料

生产计划

物料采购

玻璃纤维下料
下料工段

压机制板
木材下料

板材预装

板材修磨

不饱和聚

酯树脂

厢体总装

凝

固

胶

喷底漆

抹腻子

烘干

喷面漆

烘干

胶衣树脂

引发剂

（过氧化

环己酮）

颜料糊

天然气锅炉

双组分胶

单组分胶

图 2-5 冷链厢体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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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原辅材料

公司使用的原辅料种类较多，部分原辅材料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具体的原辅

物料使用储存情况见表 2-1。

表 2-1原辅物料情况

序

号
名称 形态 年消耗量 储存方式 存储量 备注

1
不饱和聚酯

树脂
液态 360吨

专用塑料桶，仓库

定点存放
20吨

制板（制胶）

原料，含苯乙烯

2 胶衣树脂 液态 60吨
专用铁桶，仓库定

点存放
3吨

制板（制胶）

原料，含苯乙烯

3
过氧化环己

酮（引发剂）
液态 6吨

专用塑料桶，仓库

定点存放
0.5吨

用作制板的

引发剂

4
丙酮（清洗

剂）
液态 2吨

专用塑料桶，仓库

定点存放
0.4吨

用为清洗剂，

清洗胶槽

5 聚氨酯 固态 2.2万 m³
聚氨酯下料车间

专区存放
100m³ 制板原料

6 玻璃纤维 固态 1200吨
玻璃纤维下料车

间专区存放
8吨 制板原料

7 颜料糊 液态 3.6吨
专用铁桶，仓库定

点存放
0.5吨

制板原料，苯乙烯

含量 1%

8 木材 固态 720 m3
木材下料车间专

区存放
8m³ 制板原料

9
白聚酯聚氨

酯亚光面漆
液态 24吨

专用铁桶，专用仓

库定点存放
2吨 涂装原料

10
浅灰聚酯聚

氨酯底漆
液态 5吨

专用铁桶，专用仓

库定点存放
0.2吨 涂装原料

11
聚酯聚氨酯

稀释剂
液态 12吨

专用铁桶，专用仓

库定点存放
0.7吨 涂装原料

12 腻子 固态 2吨 仓库定点存放 0.2吨

13
双组份胶/黑
白（粘合剂）

4.6吨 仓库定点存放 1吨 厢板之间粘接用

14
单组分胶（密

封胶）
1.2万支 仓库定点存放 1000支 防水用，每支 600ml

15 天然气 气态 28万 m3 管道输送，厂内没

有储存

锅炉房 20万 m3、喷

漆烘干室 8万 m3

16 异氰酸酯 液态 209吨
专用铁桶，专用仓

库定点存放
发泡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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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多元醇 液态 164吨
专用塑料桶，仓库

定点存放
发泡原料

18 发泡剂 液态 26.4
专用铁桶，仓库定

点存放
发泡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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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全书》等相关资料，通过风险评估分析，原辅物料中主要涉

及的危险化学品有苯乙烯、丙酮、油漆和稀释剂，具体存储情况见下表 2-2。

表 2-2主要危险化学品存储情况

物料名

称

年消耗量

（t）
厂区最大

储存量（t）
临界量（t） 储存方式 危险特性

苯乙烯 123 21 10 厂房内单独车间存放 易燃液体

丙酮 2 0.4 10 厂房内单独车间存放 易燃液体

油漆 29 5 10 漆料仓库 易燃液体

稀释剂 12 2 10 漆料仓库 易燃液体

其中，苯乙烯为不饱和聚酯树脂（年消耗量 360 吨）和胶衣树脂（年消耗量 60

吨）主要有害成分和风险物质，上表中苯乙烯数值（123 吨）是根据其在两种主要

生产原料中的含量比例折算出来的。

（4）企业周边环境状况及周边环境敏感点

表 2-3 敏感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环境风险受体 相对方位
距厂界最近距离

（m）
规模（人）

环境空气

东鹅村 W 220 660

西鹅村 W 750 570

鹅庄社区 WSW 370 630

太平村 NNW 1320 490

徘徊村 N 400 430

刘台村 N 1760 550

李家埠村 ENE 810 970

章丘市高级中学 ESE 1430 4500

东沟头村 SE 970 470

西沟头村 SSE 530 540

齐鲁师范学院 SSE 1610 9000

南凤村 SSW 165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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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传媒学院 SSW 660 10500

李先念纪念馆 SW 700 --

地表水 绣源河 西 1570 --

地下水 厂区浅层地下水 -- -- --

声环境 东鹅村 西 220 660

2.2 企业危险源基本情况

2.2.1 主要风险物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附录 A.1、《关于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05]152 号）、《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13690-9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附录 B、《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全书》等相关资料，对主要物料的毒性及其风险危

害特性进行识别。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及其分类和标识见表 2-4。

表 2-4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标识

名称 分类
主（次）

危险性类别
危险特性 标志

稀释剂
A3.2

中闪点液体
易燃 5.6,5.12,5.76 5

二甲苯

（油漆主要成分）

A3.3
高闪点液体

易燃（有毒）
5.6, 5.7,5.9, 5.12 ，

5.102,5.110
5(26)

苯乙烯

（不饱和聚酯树脂、

胶衣树脂主要成分）

A3.3
高闪点液体

易燃
5.11,5.18,5.33,5.34,

5.48,5.97,5.110
5

丙酮
A3.1

低闪点液体
易燃 5.6,5.22 5

2.2.2 企业主要污染源调查

（1）主要大气污染源及其污染物调查

公司生产过程中生产性废气主要有钢材预处理阶段焊接烟尘、打磨粉尘、喷漆

及烘干有机废气（二甲苯、非甲烷总烃、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制板制胶废气（苯

乙烯、丙酮）、制板切磨粉尘、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等。

制板废气（苯乙烯、丙酮）：制板环节生产废气主要为苯乙烯和丙酮。在制板



11

车间内苯乙烯和丙酮的主要产生点位安装集气罩，将废气收集后经光氧化催化装置

集中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实现高空排放。

喷漆室及烘干室有机废气：根据使用的漆料及稀释剂成分分析，确定喷漆工序

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漆雾、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等。公司喷漆工序采用水帘式喷

漆工艺，喷漆废气采用水帘吸收净化漆雾后，进入光催化氧化处理装置，然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烘干废气采用燃烧处理工艺，热气循环使用，以天然气为燃料，

燃烧后废气由 15米排气筒排放。

制板粉尘：本项目预制厢板在完成热压成板后，后续工序为切边和修磨，在自

动切边机和修磨机下完成，在切边和修磨时会产生粉尘，安装厢板切边修磨除尘成

套设备（主体为袋式除尘器），该除尘设施采用高负压粉尘除尘系统，同时配套建

设 15米高的排气筒。

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根据生产工艺需要，生产热压机热媒为热水，热水由配

套锅炉房供给，锅炉房燃料为天然气。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是一种无毒无色无

味的气体，其主要成份是甲烷，燃烧天然气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烟尘、NOx、

SO2等。

下料工段粉尘产生及排放情况：本项目在聚氨酯、木材下料工段，会有少量切

割粉尘产生。聚氨酯、木材下料工段均在独立且封闭的车间内进行，下料锯均带有

自吸式吸尘装置，吸尘装置末端为粉尘收集袋（没有排气筒）。

焊接烟尘产生及排放情况：钢材处理工序焊接车间的 CO2气体保护焊机在工作

时会产生少量的焊接烟尘，采用小型唐纳森焊接烟尘净化除尘器除尘，处理后的烟

气排放在车间内，通过车间顶部 252×8×2m的排气楼排出，属无组织排放。

打磨粉尘产生及排放情况：打磨粉尘来自钢材预处理车间的抛丸工艺，抛丸废

气采用一级沉降箱+10t多管旋风除尘器+脉冲滤筒除尘器，粉尘经处理后通过一根

15m高的排气筒排出。

（2）废水污染源调查

公司生产中用水主要水帘式喷漆室补水、天然气热水锅炉补水（热水用于制板

压机使用，用水循环使用，定期补水）及生活污水。

水帘式喷漆室废水：水帘式喷漆室用水循环使用，根据损耗情况定期补水，没

有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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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公司办公区和生活区产生生活污水，进入厂区内现有污水处理站（采

用沉淀、过滤、隔油处理工艺，设计出水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处理后排入西侧工业四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章丘市污水处理厂集

中深度处理。

（3）固体废物污染源调查

本项目固废主要有厢板切边和修磨下脚料、切磨工段集气除尘设备回收粉尘、

漆渣、废油漆及稀释剂桶和生活垃圾，另外在热压机检修时会产生少量废机油，间

隔非连续产生。其中漆渣、废漆桶、废试剂桶及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其余为一般

固废。公司建有危险废物仓库，对危险废物集中贮存。一般固废综合利用，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3 环境风险源与环境风险评价

3.1环境风险源分析

风险识别范围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物质风险识别和生产设施风险识别。物

质风险识别范围为主要原辅材料、产品及生产过程排放的“三废”污染物等；本厂

区风险识别范围为主要生产装置、贮运系统、公用工程系统及辅助生产设施及生产

过程中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具体的环境事件类型见表 3-1。

表 3-1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序号 环境事故地点 事故类型 事故情景假设

1 漆料仓库 泄露、火灾 油漆、稀释剂等发生泄露，遇明火造成火灾

2 危险废物仓库 火灾 废漆渣遇热或明火引发自燃，造成火灾

3
厂房内危险物料

存放间
泄漏、火灾、中毒

物料桶发生泄露，易燃液体遇明火引起火灾，

大量挥发造成人员中毒

4 周边敏感点 累积效应
无组织废气中的微量元素通过累积效应对人

体健康造成影响

5 企业厂区 极端天气情况

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状况引发厂区内大量

物资浸泡受损、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能力受

到挑战，引起污水蔓延影响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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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厂区 极端天气情况
雷电等天气状况威胁厂区内的用电安全，由

雷电产生的电火花引起危险物质燃烧

3.2 风险等级确定

根据环办[2014]34号文件《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要求，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分为重大、较大和一般三级，通过定量分析企业生产、

使用、存储的化学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Q），Q=2.84>1，生产工艺与环境

风险控制水平M＜25，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属于类型 2（E2），综合分析得出企业

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

3.3 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确定本项目最大可信事故及类型为：不饱和聚酯树脂泄漏、

泄漏后可能引发火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火灾风险主要为易燃液体不饱和聚酯

树脂发生火灾事故。

火灾事故的燃烧半径 D由下面公式计算：

D(m)=2.66M0.327

式中：M为燃烧物质的质量（Kg）。

本项目不饱和聚酯树脂年总消耗量为 360t/a，一般每两月进货一次，厂区仓库

最大储存量为 60t（作业车间平时保持 1～2罐保有量）。

经计算，其火灾事故的燃烧半径为 97.1m（仓库最大储量理论燃烧半径）。

当发生火灾时，火场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强烈，且火灾蔓延速度较快，如果不

及时抢救，极易造成大面积火灾。爆炸是突发性的能量释放，造成大气中破坏性的

冲击波、爆炸碎片等形成抛射物，造成危害。火灾、爆炸事故对环境的危害是热辐

射、冲击波和抛射物造成的后果。此外，火灾燃烧过程产生的烟雾和有害气体可造

成较大范围的环境污染。

根据上述计算，火灾燃烧的最大半径为 97.1m，因此，发生火灾时，如果不引

发周围的物品燃烧，则仅限于厂区范围内，所以在不饱和聚酯树脂仓库范围内，严

禁堆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本项目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储量相对较小，一旦发生火灾，

其影响面积可控制在厂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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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4.1 组织体系

本企业的应急组织体系具体见图 4-1。

图 4-1 应急组织体系

4.2 指挥机构及职责

公司针对突发环境事件成立了专门的应急指挥部，由公司主要领导､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组成。应急指挥部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总经理担任

总指挥，分管环境部门领导担任副总指挥。此外，公司还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

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建立了应急抢险小组、安全救护小组、后勤保障小组、通讯联

络小组、应急监测调查小组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快速、

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以尽快处置事故，使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公司成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

总 指 挥： 高峰

副总指挥： 刘宏伟

成 员： 张瑞成、谭建平、高计强、彭其志、成子强、王鹏、曾利波、

张维彬、焦恩明、何福东、孙波、隋学辉、刘冰、李传廷、孟

总指挥

后

勤

保

障

小

组

应

急

抢

险

小

组

应

急

监

测

调

查

组

安

全

救

护

小

组

通

讯

联

络

小

组

副总指挥



15

凡祥、高成刚

以上人员负责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救援工作及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负责通知指挥领导小组所有成员参

加事故应急救援处理工作。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以领导小组为中心，负责公

司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如总指挥不在公司时，由副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

援指挥工作。

（1）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职责

①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和应急救援

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②组织制定、修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有计划地

组织应急救援培训和演习。

③审批并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所需的监测仪器、防护器材、救援器材等

的购置。

④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⑤批准应急救援的启动和终止。

⑥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

增援请求，并向周边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⑦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⑧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件调查等工作。

⑨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向周边企业、敏感点等提

供本单位有关危险品特性、救援知识等的宣传材料。

（2）总指挥职责

①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潜在后果等，决定本预案的启动；

②负责应急行动期间各单位的运作协调，部署应急策略，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

顺利完成；

③指挥、协调应急程序行动及对外消息发布；

④事故或突发事件超出厂区处置能力时，向公司、政府应急救援机构提出救援

申请。

（3）副总指挥职责

http://www.dzjkw.com/default.html
http://www.dzjkw.com/default.html
http://www.dzjkw.com/default.html
http://www.dzjkw.com/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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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协调总指挥组织或根据总指挥授权，指挥完成应急行动；

②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

③协调、组织应急行动所需人员、队伍和物资、设备调运等。

4.3 应急小组及其职责分工

（1）应急抢险小组

组长（职务） 成员 应急状态下职责 日常状态下职责

王鹏

张维彬

焦恩明

曾立波

何福东

孙 波

韩冬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封堵泄漏源、紧急

灭火等现场抢救工作；控制污染源，以

防止污染物进一步扩大；对损坏的设

备、设施全面抢修，提供现场临时用电；

对事故水和消防废水进行堵、截或导

流，对污染场地进行砂土覆盖或清洗处

理，同时通知相关部门进行排污处理。

对设备进行日常的维

护和巡检，了解厂区

内的电源分布；对厂

区内的排水系统进行

维护、检查。

（2）通讯联络小组

（3）后勤保障小组

（4）安全救护小组

组长（职务） 成员 应急状态下职责 日常状态下职责

彭其志
王会彬

王正朋

事故发生后，立即与当地环保局、

安监局、消防队联系；根据事故

大小向周围单位请求援助；准确

报告事故类型、事故大小、有无

人员伤亡、发生时间、地点、事

故造成的损失和可能造成的损

失；到主要路口迎接消防人员和

救援队伍，主动回答和汇报消防

队提出的问题。

掌握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章

丘分局、安监局、消防队的

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的负责

人；了解周边企业的相关负

责人员以及联系方式，对突

发环境事件可能会产生的

事故进行简单的了解；了解

消防队伍到达厂区的基本

路线。

组长（职务） 成员 应急状态下职责 日常状态下职责

隋学慧 刘冰

解决抢修抢险工作和恢复生

产所需物资的采购和调运；保

证所需物资及时送到现场。

了解日常生产过程中所需要

的基本物资以及采购途径；了

解物资运送所需的时间。

组长（职务） 成员 应急状态下职责 日常状态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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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监测调查组

5 预防与预警机制

5.1 环境风险源监控

在各生产车间内和厂区安装了视频监控，随时掌握现场情况；为确保安全，在

生产区每 2 小时巡检一次。在厂区建有有效容积为 400m
3
的事故应急池 1 座，池周边

区域全部进行了防渗处理，与制胶装置区和原料储存区有导排系统，能够确保车间

内事故状态下废水全部收集。厂区内配有安全消防设施，各重点部位均配备了灭火

器等消防应急设施。

各工段及重点部位按照综合、专业、季节性等检查类别要求，对各环境风险源

监控设施设备的完好情况和运行状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环境风险源的储存、监控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应急设施、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情况。

5.2预防措施

根据危险源及风险因素分析，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预防：

1、危险物质使用、装卸、储存环节的风险预防措施有：

成子强

李传廷

孟凡祥

朱强

协助抢修小组搞好人员疏散、隔

离和警戒，维护现场秩序；确保

人员全部撤离现场；及时转移被

困物资，防止污染源扩大。配合

抢修组人员进行现场灭火；对抢

救出的伤员立即进行简单有效的

救治；迅速与医院联系进行抢救；

保护事故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

负责了解厂区内的逃生路

线；当进行应急时间演练

时，负责对人群进行疏散，

维护现场秩序；了解厂区内

的原料和产品分布了解现

场灭火的基本常识，同时掌

握救护伤势较轻伤员的基

本技能，了解附近最近医院

的联系方式以及到达厂区

的最近路线。

组长（职务） 成员 应急状态下职责 日常状态下职责

高计强 高成刚

根据章丘区环境保护监测站提供

的技术支持，承担环境污染事故发

生时的环境监测污染动态情况跟

踪，对建立和解除污染警报的时

间、区域提出建议；采取有效措施，

最大限度地消除污染危害，制止污

染的扩大和蔓延，避免事态发展。

了解环境监测的基本方法以

及监测方案制定相关问题；

掌握事件记录和存档的方

法；掌握事件调查的基本原

则及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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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存环节

①在原料库和生产车间设有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干粉灭火器和沙土，储存库阴

凉、通风良好，远离火种、热源，包装密封；仓库及生产车间主要电气设备有保护

接地线，制定和实施严格规范的设备维修制度。

②原料库及成品库符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与生产、生活区有适

当的距离。管理人员选派责任心强，熟知危险品性质和安全管理常识的人员担任；

严格执行出入库发放管理制度。仓库保管、领用、使用等环节操作人员，配有专用

防护用品，严禁用手接触危险物品，不得在危险物品场所饮食。

③岗位按规范配置足够数量的应急物品，确保完好有效；加强对值班室在防中

毒窒息方面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职工自救互救能力。

（2）装卸环节

①进入危险化学品库区的机动车辆应安装防火罩。机动车装卸货物后，不准在

库区、库房、货场内停放和修理。

②装卸、搬运危险化学品时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操作时轻拿轻放，不得碰撞、

倒置，防止包装破损商品外溢。作业人员应佩带手套和相应的防毒口罩或面具，穿

防护服。

③各项操作不得使用沾染异物和能产生火花的机具，作业现场须远离热源和火

源。

（3）使用环节

①作业中不得饮食，不得用手擦嘴、脸、眼睛。每次作业完毕，应及时用肥皂

（或专用洗涤剂）洗净面部、手部，用清水漱口，防护用具应及时清洗，集中存放。

②在操作各类危险化学品时，企业应在仓库和生产区，针对各类危险化学品的

性质，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具、急救药品和制定急救预案。

2、生产过程中的风险预防措施：

①生产车间、原材料及成品储存区设置干粉灭火器和消防栓并配置事故柜和急

救箱；

②生产中岗位操作工易接触的有毒物质及设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以防中毒危

害；

3、管理及操作环节风险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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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并按照要求穿工作服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对劳动保护用品进行定期检查，以确保其有效性；

5.3 预警及措施

5.3.1事件分级

通过对可能存在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危险性的分析，根据危险事件可能引起的环

境污染、经济损失以及人员伤亡情况，将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一般突发环境事

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三个等级。

（1）三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

①小面积危化品泄漏事故或者引起小型火灾；

②人员有轻微伤害的，如轻微灼伤、轻微中毒；

③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千元以上、万元以下的。

（2）二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

①发生危险化学品一般泄漏事故或者引起单个仓库、车间内发生火灾；

②事故造成 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包括 2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

③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 1人以上，3人以下中毒、重伤的；

④对大气、地表水或地下水造成一定污染。

（3）一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

① 事故（存在的隐患）对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一定威胁；

② 造成或可能造成 1-2人死亡或 3人以上中毒、重伤；

③ 造成 2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④ 对大气、地表水或地下水造成较大污染。

5.3.2预警分级

三级预警：可能发生或已发生一般环境事件，少量污染物泄漏，现场操作人员

可以控制的事件。

二级预警：可能发生或已发生较大环境事件，大量污染物泄漏，公司内部可控

制的事件。

一级预警：可能发生或已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大量物料泄漏至中毒事件或火灾、

爆炸等环境事件。

5.3.4预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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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方式依据初步判断的预警级别，采用以下报告程序：

（1）三级预警

现场人员立即报告事故发生车间主任，且要同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避免事故进

一步扩大，将事故消灭的萌芽状态。巡检人员发出警报时当班人员应立即到现场查

看，查明原因。当班人员不能消除隐患时应及时通知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协调处理

的同时向副总汇报。

（2）二级预警

现场人员或车间主任立即向副总汇报，同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避免事故进一步

扩大，由副总立即组织各应急成员小组进行处置控制。视情况确定是否上报总经理。

（3）一级预警

现场人员直接向总经理汇报，且同时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

总经理立刻启动厂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和应急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抢险救援工

作。总经理视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报上级部门。

以上预警信息报告通知，遇非工作日时，通知值班人员。

5.4预警信息报告

1、公司全天 24 小时有人值守，一旦发生事故，岗位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对产生

事故的点位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避免事故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并电话联系有关人

员。

2、公司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的实行 24 小时开机，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系、传

达有关应急信息和命令。

3、事故信息报送：按照分级预警的要求，事故发现人员立即按照不同级别的

预警等级向有关人员报告。

5.4 预警发布、调整与解除

5.4.1预警发布

当事件发生后，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当事人或发现者及时把信息向值班室或车

间负责人报告，值班室根据事件情况及时汇报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发布预警

并进行前期处置，避免事件扩大。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章

丘市人民政府、章丘市环保局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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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预警调整与解除

在应急预警阶段，预警级别的确定、警报的宣布和解除、预警期的开始和终止、

有关措施的采取和解除，都要与紧急风险等级及相应的紧急风险阶段保持一致。一

旦突发事件的事态发展出现了变化，以及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风险

已经解除的，发布突发事件警报的人民政府应当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并

立即宣布解除相应的预警警报，或者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6 应急处置

6.1 应急响应

6.1.1启动应急预案的条件

一级应急响应报市级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二级应急响应由公司应急指挥机构

组织实施，三级应急响应由车间负责人组织实施。

（1）内部环境要求

发生不可控危险品泄漏事件或火灾爆炸事件后，根据危险品种类、危害性及事

件造成的影响或其潜在危害性，由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事件分级原则、事件

影响及公司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情况，决定应急救援的级别及应急救援力量分配，

由相应级别的人员决定启动本预案。

（2）外部环境要求

当社会、周围企业发生特殊状况或有特殊需求，需要项目停产或救援，应在接

到外部指令或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启动应急预案。

6.1.2 应急响应分级

（1）三级响应

发生三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救援，只需要公司内部一个部门或

车间正常可利用资源即可应对处理，能及时控制事态扩大，并逐步消除风险。这里

的“正常可利用资源”，是指公司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响应的人力、物力。三级应急

响应的指挥由车间负责人或班长自行完成。

（2）二级响应

发生二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救援，需要公司内多个部门参与响

应救援，充分发挥公司内部的有利资源，部门需要合作，并且提供人员、设备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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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种资源。二级应急响应的指挥部依据本应急救援预案组成，由总指挥领导指挥。

（3）一级响应

发生一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救援，必须利用外界资源应对处

理，或者需要其他的机构联合处理的各种情况，由公司应急指挥部通知联系上报章

丘市应急救援指挥部。一级应急响应由县或更高一级的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

（4）分级响应的协调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要按照制定的应急救援预案分级响应，立即组织救援，

并逐级上报。指挥部各成员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赴事件现场，按分工职责迅速开展

救援工作。

6.1.3 响应程序

应急响应主要的程序包括相关人员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逐级上报，企业相

关领导或政府部门担任指挥，并根据报告情况判断风险事故等级，下达应急命令，

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1）一级响应程序过程

发生一级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发现人员立即通知车间负责人，车间负责人观

察现场后，立即上报企业领导，并告知具体情况，由应急领导小组值班人拉响警铃

通知全厂人员，并立即通知总应急指挥，根据严重的程度，上报镇、市相关部门，

由上级部门决定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

指挥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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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周边企业，启动周边企业相应的应急救援响应。

（2）二级响应程序过程

发生二级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发现人员立即通知车间负责人，车间负责人观

察现场后，立即上报企业领导，并告知具体情况，由应急领导小组值班人拉响警铃

通知全厂人员，并立即通知总应急指挥，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决定启动二级救援响

应，并报告章丘市政府和章丘市环境保护局，由章丘市政府和章丘市环境保护局决

定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并请求其提供外援帮助。同时通知周边企业，启动周边企业

相应的应急响应。

同时应急总指挥应立即通知企业应急小组成员，立即召集本企业的应急工作小

组到事故现场待命，各应急专业队携带应急设备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在外来救援队

伍到来之前，坚决服从企业应急总指挥的统一指挥，立即进入抢险救援状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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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疏散、隔离和抢险工作。主要是立即确定当时风向，沿着上风向疏散厂区内

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到安全地带，设置隔离区域，在泄漏事故发生处设置警戒线；立

即确定当时风向（如当日方向为东南风，应向东南方向撤离），沿着上风向疏散厂

区内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到安全地带。

（3）三级响应程序过程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三级响应过程，事故发现人及时查找事件原因，并及

时处理，上报车间负责人，启动三级应急救援响应，展开紧急的救援活动；不能及

时处理的，上报应急指挥部，启动二级应急救援响应。

企业各应急小队

事故发生车间

负责人

现场应急指挥中心

消
防
队

根据事态的严重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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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严重应上报

应急领导小组到现

场判断危险事故

启动应急预案

章
丘
市
人
民
政
府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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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环
境
监
测
站

医
疗
机
构

请求外部救援小组

派出外部救援小组

支援队伍赶赴现场

进行现场环境监测

实施

现场抢险救援行动

事故发现人

启动

政府

应急

预案

一

级

一

级

一级

二级

一

级

车间自行处理
三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

级

图 6.1-1 应急响应程序

6.2 应急措施

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小组要在第一时间进入事故现场。针对事故源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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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准确、有效的实施应急救援。现场处置措施主要有：各种风险物质泄漏、火灾

的现场处置措施，以及人员疏散隔离，受伤人员的救治等。

6.2.1 火灾应急措施及注意事项

1、应急措施

（1）火势较小时，发现者就地使用灭火器材灭火，组织现场作业人员集中周

边移动灭火器协同扑救；

（2）火势较大时，已不能及时扑灭，发现者白天向车间主任报告，车间主任

汇报副总，副总立即通知各专业小组组长启动应急程序，然后由通讯联络组向安全、

环保、消防等部门报警；

（3）疏散、撤离：事故发生后，现场当班负责人在向应急指挥小组成员汇报

的同时，对现场事故情况应采取紧急有效的安全处理措施防止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并根据事故情况作为临时疏散、撤离组织负责人，若总指挥不在现场，现场职位最

高人员作为疏散、撤离组织负责人。

撤离方式：事故现场人员向上风或侧向风方向转移，保卫科指定专门人员引导

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逐一清点人数。在疏散和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

明方向；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如有没有及时撤离人员，应指派配

戴适宜防护装备的抢险队员两人进入现场搜寻，并实施救助。

（4）各岗位停止作业，关闭相关的机泵、电源，转移现场可燃或易燃物品，

保持消防救援通道畅通；

（5）抢险人员立即开启着火点附近的消防设施，就地使用现场消防水与附近

灭火器扑救；

（6）检查通向事故池的排水闸确认处于开启状态。

（7）遇有物料泄漏时，视不同物料性质，及时组织人员用沙土围堵或引至安全

场所和容器；

（8）公安消防到达后，由消防人员指挥灭火，公司抢险人员协同扑救；

（9）对收集的废水和事故消防水进行检测，制定处理方案，不外排。

2、注意事项

（1）灭火抢险时应视现场情况和人员力量、设施，按有利于灭火和控制火势

蔓延，灵活实施具体灭火抢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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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抢险人员应注意作好自身防护，需要时佩戴呼吸防护器具；

（3）对接近火场的抢险人员应注意用喷雾水进行掩护；

（4）无把握扑救时注意加强对设备和建筑物的冷却，控制火势等待增援；

（5）在有可能发生对人身重大伤害时，及时撤离现场人员；

（6）公安消防队到场后及时提供燃烧物质特性、储量、工艺设备等火场情况，

服从消防部门的指挥。

6.2.2 泄漏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

发现物质泄漏后，首先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同时对泄漏物质用沙土进行覆盖吸收，并用扫帚，

铁锨等收集消防沙至铁桶中，进行安全处置。

当泄漏量较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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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白天向车间主任报告，车间主任汇报副总，副总立即通知各专业小组

组长启动应急程序，堵漏后对泄漏区进行沙土覆盖，减少挥发，对不能收集的物料

要用大量的水冲洗，高浓度的废水经导排系统进入事故应急池，根据监测结果决定

如何处理。

2、注意事项：

（1）现场要划定警戒区域，派员警戒阻止无关车辆、人员进入现场。

（2）抢险人员迅速穿戴好防护装备，用水枪对泄漏出来的物料进行稀释。

（3）切断事故范围的电源，控制一切火源。

（4）及时在车间口用沙土堆砌围堤，避免厂内漫流或流出厂外。

（5）事故消防水通过现场倒排沟收集后流入事故池，不得外排，防止被污

染的消防水流出，造成水体、土壤的污染。

（6）有影响邻近企业时，及时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7）需要时，向邻近企业请求设备、器材和技术支援；

（8）必要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并请求增援；

6.2.3事故状态下废水的应急处置措施

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制，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排放，并且雨水排放口有挡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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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进入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排放，生产废水不外排。

厂区所在区域内仓库、设备及运输管线发生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后，由于泄漏物

料及洗消水的不及时收集，有可能对厂区所在区域地下水造成影响。目前厂区内已

建 400方的事故应急池，危险品存放车间至事故池的导排系统较为完善。若发生重

大火灾或风险物质泄漏，车间内产生的冲洗废水可通过导排系统进入事故应急池。

待事故处理完毕后，对废水成分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委托有处理能力的相关单

位处理。事故水池采取防渗措施，确保满足事故废水暂存防渗要求。

6.3应急监测

当企业发生非正常工况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时，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

排放可能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环境监测站对该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源及时分

析，立即监测，以便采取应急措施，将产生的环境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6.3.1 应急监测方案

针对突发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抢险应急的同时，由于企业应急监测能力有限，

应急监测委托章丘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或其它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但公司制定了应

急监测方案，可以为监测单位提供基础资料。企业应急指挥小组应及时将事故情况

上报环境监测部门，并在地方环境监测机构专业分析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企业应

急小组应配合进行应急监测工作。同时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性环境事件污

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展趋势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

发性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指导应急救援和现场洗消工作。

6.3.2 应急监测工作程序

事件发生后，应急救援指挥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同时请求应急监测部门支

援，指挥部根据事件影响程度请求上级部门下达应急监测命令。

章丘区环境监测站应急监测电话：

电话：0531-3215759

济南市环境监测站应急监测电话：

电话：0531-66990746

接到应急救援指挥部开展的应急监测任务的请求后，立即启动应急监测工作程

序，组织人员，集结待命。

应急监测调查小组配合突发环境事件急救援指挥部或有关部门评价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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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

6.4 应急终止

（1）应急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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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急终止的程序

①现场救援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经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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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信息报告与发布

当事件发生后，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当事人或发现者及时把信息向车间负责人

报告，负责人根据事件情况及时汇报应急指挥部，并进行前期处置，避免事件扩大。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章丘市政府、章丘市环境保护局和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6.5.1报告时限和程序

企业发生或判断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向章丘市环保局报告相关信

息。章丘市环保部门在发现或者得知信息后，应当立即核实，对事件性质和类别做

出初步认定。

对初步认定为一级突发环境事件的，章丘市政府和章丘市环境保护局应当在 3

小时内向济南市人民政府和济南市环保局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二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应当在 4小时内向章丘市政府和章丘

市环境保护局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

息。

6.5.2信息上报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终报）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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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应在第一时间上报。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初报主

要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

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

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

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②续报。在查清突发环境事件有关基本情况后立即上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

面报告。续报要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并报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

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③终报。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各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必须上报

终报。终报要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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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追究等详细情况。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

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中

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

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7 后期处置

应急行动结束后，企业要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工作主要包括：事故现场的

后期处置、人员救治及损失赔偿，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及植被恢复，经验教训总结及

应急方案改进等内容。若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由企业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

处置工作，在充分调度社会资源仍不能彻底消除污染隐患、确保当地环境安全的情

况下，可逐级向上级政府请求支援。若发生较大或一般的突发环境事件，由本企业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处置工作。

7.1 善后处置与恢复重建

7.1.1 善后处置

1、根据现场专家组的科学结论及相应监测意见，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

后援力量开展现场处置工作，消除污染隐患。同时监测部门提供跟踪性监测。

2、厂区负责组织有关部门或专业机构进行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清理工作，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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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场恢复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基本状态，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必要时由专业技术

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对潜在的隐患进行监测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及相应技术支撑部门的科学依据，对突发环境事件中涉

及的损害赔偿问题，依据行政调解程序进行。

4、根据突发环境事件认定结论，下达行政处理意见，并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

通报。

7.1.2 恢复重建

由于某些污染物一旦对环境造成危害，在进行环境污染治理的同时，也要注重

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在厂区周围植树种草，恢复原生态面貌，保护厂区周边环境。

7.2 调查与评估

（1）应急指挥部指导有关部门及突发环境事件单位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

问题的重复出现。

（2）各应急小组负责编制总结报告，应急终止后上报。

（3）开展应急过程评价。由章丘市环保局环境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专家、技

术人员，会同章丘市相关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8 应急保障

8.1通讯与信息保障措施

公司财务部负责通信设施的检查，要保障通讯畅通，建立各部门负责人和主要

应急人员通讯录，定期确认各联络电话，遇人员或通讯方式变更及时更新；各岗位、

人员负责维护使用的电话，确保完好；各应急小组负责人手机必须保持 24 小时开

机，号码如有变更，应及时通知财务科。

8.2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根据事故应急抢险救援需要，落实配备消防、堵漏、通讯、交通、工具、应急

照明、防护、急救等各类所需应急抢险装备器材。

8.3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组建应急抢险救援小组，开展应急救援培训与训练及演练，不断提高应急

救援能力；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必须参加应急培训；落实与地方医疗卫生、职业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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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部门的应急医疗救援协议的签订，落实急救药箱药品，急救器材的配备与更新，

现场应急人员定期的医疗急救知识与技术的培训；

8.4经费及其他保障

财务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确保事故应急处置装备的添置、更

新及紧急购置的经费。

9 监督管理

9.1 培训与演练

9.1.1 培训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分三个层次开展培训。

1、班组级

班组级是及时发现处理事件、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事件

及早发现、及时上报的关键，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在这一层次上能够及时处理而避免，

对班组职工开展事件应急处理培训非常重要。每季开展一次，培训内容：

（1）针对系统（或岗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进行紧急停车、

避险、报警的方法；

（2）针对系统（或岗位）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类别，现场进行紧急救护方法；

（3）针对系统（或岗位）可能发生的事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件和避

免事件扩大化；

（4）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应急救援必须使用的防护装备，学会使用方法；

（5）针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学习消防器材和各类设备的使用方法；

（6）掌握车间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特性、健康危害、危险性、急救方法。

2、车间级

以车间负责人为首、由安全员、设备、技术人员及班组长组成，成员能够熟练

使用现场装备、设施等，对事件进行可靠控制。他是应急救援的指挥部与班组级之

间的联系；同时也是事件得到及时可靠处理的关键。每年培训两次，培训内容：

（1）包括班组级培训所有内容；

（2）掌握应急救援预案，发生事件时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组织应急救援；

（3）针对车间生产实际情况，熟悉如何有效控制事件，避免事件失控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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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4）针对可能需要启动厂级应急救援预案时，车间应采取的各类响应措施（如

组织大规模人员疏散、撤离、警戒、隔离、向厂部报警等）；

（5）如何启动车间级应急救援响应程序；

（6）事件控制和有效洗消方法。

3、厂级

各单位日常工作把应急救援中各自承担职责纳入工作考核内容，定期检查改

进。每年进行一次。培训内容：

（1）学习班组级、车间级的所有内容；

（2）熟悉厂级应急救援预案，事件单位如何进行报警，安全环保部如何接听

事件警报；

（3）如何启动厂级应急救援预案程序；

（4）各单位依据应急救援的职责和分工开展工作；

（5）组织应急物资的调运；

（6）申请外部救援力量的报警方法，以及发布事件消息，组织周边村庄、企

业单位的疏散方法等；

（7）事件现场的警戒和隔离，以及事件现场的洗消方法。

9.1.2演练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定期组织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进行演

练。每年必须至少组织一次危险目标发生泄漏、火灾事件处置模拟演练。

环境风险事件应急演练，一般分为室内演练和现场演练两种。

室内演练又称组织指挥协调演练，主要由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通讯、生产调

度等部门以及救援专业队负责人组成的指挥系统。按演练的目的和要求，以室内组

织指挥的形式将各级救援力量组织起来，实施应急救援任务。

现场演练即事件模拟实地演练。

9.2 奖励与责任追究

奖惩按厂里的考核规定，按比例计发；若全年无事故、无重大隐患，如数发放，

并作为评优奖励的重要依据。出现事故，从重处罚，视情节分别作：警告、罚款处

理。



32

10 附则

10.1 术语和定义

（1）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公共秩序，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

件。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确保迅

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预先制定的计划或方

案。

（3）环境风险，是指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

程度。

（4）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

合的根源或状态。

（5）环境风险受体 指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企业外部人群、具有

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能的单位或区域等。

（6）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

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

（7）环境应急监测，是指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

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8）先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第一时间内所采取的紧急

措施。后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和影响得到基本控制后，为使生产、工

作、生活、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恢复正常状态在事件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10.2 制定与修订

（1）预案的制定

本预案由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制定。

（2）预案的解释

本预案由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3）预案的备案

本预案应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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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案的修订

企业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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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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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③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

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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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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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有重大修订的，应当在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原受理部

门变更备案。环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调整、需要告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应

当在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文件形式告知原受理部门。

10.3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4

附件 1厂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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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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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厂区平面布置图

1.1 附件 5 污水排放去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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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物质的理化性质和危险特性

国标编号 33541

CAS 号 100-42-5

中文名称 苯乙烯

英文名称 phenylethylene；styrene 别 名 乙烯基苯

分 子 式 C8H8；C6H5CHCH2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

分 子 量 104.14 蒸汽压 1.33kPa/30.8℃ 闪点：34.4℃

熔 点 -30.6℃ 沸点：146℃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等多数有机溶

剂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0.91；相

对密度(空气=1)3.6
稳定性 稳定

危险标记 7(易燃液体) 主要用途
用于制聚苯乙烯、合成橡胶、离子交

换树脂等

毒性危害
属低毒类；LD505000mg/kg(大鼠经口)；LC5024000mg/m

3
，4小时(大鼠吸入)；人吸入

3500mg/m
3
×4 小时，明显刺激症状，意识模糊、精神萎靡、乏力；

燃烧爆炸

危险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

炸的危险。遇酸性催化剂如路易斯催化剂、齐格勒催剂、硫酸、氯化铁、氯化铝等

都能产生猛烈聚合，放出大量热量。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

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应急及毒

性消除措

施

一、泄漏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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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

配戴好面具、手套收集漏液，并用砂土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液，转移到安全场所。

切断被污染水体，用围栏等物限制洒在水面上的苯乙烯扩散。中毒人员转移到空气

新鲜的安全地带，脱去污染外衣，冲洗污染皮肤，用大量水冲洗眼睛，淋洗全身，

漱口。大量饮水，不能催吐，即送医院。加强现场通风，加快残存苯乙烯的挥发并

驱赶蒸气。

二、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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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防苯耐油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

三、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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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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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冷却容器，直至灭火结束。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

防护掩蔽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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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中文名：丙酮

英文名： Acetone
分子式：无资料 分子量：无资料 CAS 号：67-64-1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 低闪点易燃液体

理化

性质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易流动液体，有芳香气味，极易挥发。

熔点（℃）： -94.6 沸点（℃）： 56.5
临界温度（℃）： 235.5 临界压力（MPa）：4.72

饱和蒸气压（KPa）：53.32(39.5℃) 燃烧热 （KJ／mol）： 1788.7

相对密度 (水=1)： 0.80 (空气=1): 2.00
溶解性：与水混溶，可混溶于乙醇、乙醚、氯仿、油类、烃类等多数有机溶剂。

燃烧

爆炸

危险

性

燃烧性：极度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

引燃温度（℃）： 465 闪点（℃）: -20
爆炸下限（%）： 2.5 爆炸上限（%）：13.0
最小点火能（mj）： 1.157 最大爆炸压力(MPa)： 0.870

危险

特性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

生强烈反应。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

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

禁配物 强氧化剂、强还原剂、碱。

消防

措施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

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毒性

急性

毒性

LD50 ： LD50: 5800 mg/kg(大鼠经口)；20000 mg/kg(兔经皮)
LC50 ： 无资料

毒性
刺激性：家兔经眼：3950μg ，重度刺激。家兔经皮开放性刺激试验： 395mg，
轻度刺激。 致突变性：细胞遗传学分析：制酒酵母菌 200mmol/ 管。

最高容

许浓度
中国MAC(mg/m3): 400 前苏联MAC(mg/m3): 200

健康

危害

健康危害：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作用，出现乏力、恶心、

头痛、头晕、易激动。重者发生呕吐、气急、痉挛，甚至昏迷。对眼、鼻、喉有

刺激性。口服后，先有口唇、咽喉有烧灼感，后出现口干、呕吐、昏迷、酸中毒

和酮症。慢性影响：长期接触该品出现眩晕、灼烧感、咽炎、支气管炎、乏力、

易激动等。皮肤长期反复接触可致皮炎。

急救

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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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运

条件

危规号：31025 UN 编号：1090 包装标志： 易燃液体 包装类别：Ⅱ类包装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26℃。保持容器

密封。应与氧化剂、还原剂、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

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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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

应急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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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

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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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应急监测方案

1 目的

为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经济损失，在事故

处理和应急情况下，迅速及时地进行环境监测，特制定本方案。

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情况监测。

3 基本原则及应急监测措施

3.1 基本原则

本方案是中集车辆（山东）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

各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指挥部的具体指挥和领导。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

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日常监测服从应急监测原则。

3.2 应急监测措施

加强厂区内部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建议配备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有毒气体

探测仪，在发生事故时，厂内应急能力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对常规污染物可作出及

时有效的判断和监测，本单位无法监测的委托章丘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或其它有资质

单位进行监测，在地方环境监测机构专业分析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配合进行应急

监测工作。

4 监测方案

4.1油漆泄漏事故

（1）监测因子

油漆泄漏事故主要针对大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二甲苯。

（2）监测布点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和泄漏量大小，应急监测阶段采样点的设置以油漆仓库为中

心，分别在距离事故源 10m、100m、200m、500m不等距设点，设在下风向。

（3）监测频率

事故发生后尽快进行监测，事故发生 1h内每 30min取样进行监测，事故后 4h、

10h、24h各监测一次。

（4）监测方法

具体参照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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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丙酮泄漏事故

（1）监测因子

由于存储量较小，泄漏事故主要针对大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丙酮。

（2）监测布点

根据泄漏量大小，应急监测阶段采样点的设置以存放仓库为中心，分别在距离

事故源 10m、100m、200m不等距设点，设在下风向。

（3）监测频率

事故发生后尽快进行监测，事故发生 1h内每 30min取样进行监测，事故后 4h、

10h、24h各监测一次。

（4）监测方法

具体参照有关规定进行。

4.3火灾事故

（1）监测因子

火灾事故主要针对大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 CO、NOX。

（2）监测布点

分别在距离事故源 10m、100m、200m、500m不等距设点，设在下风向，并在

最近的村庄各设一个监测点。

（3）监测频率

事故发生后尽快进行监测，事故发生 1h内每 30min取样进行监测，事故后 4h、

10h、24h各监测一次。

（4）监测方法

具体参照有关规定进行。

4.4监测方法

在环境突发事件发生后，尽快确定对环境影响大的主要污染物的种类以及污染

程度，是应急监测在现场的首要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采用最合

适、最简单的分析方法获得最准确的环境监测数据。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

技术规范》（HJ589-2010），建议企业应急监测优先采用快速检测管法。快速检测

管法可通过监测结果随时判断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变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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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应急队伍及外部救援通讯表

姓名 应急职务 应急职务 厂区职务 手机

高峰 总指挥 总指挥 总经理 18663778953

刘宏伟 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 副总经理 18953153968

王鹏

应急抢险小组

组长
冷藏车事业部生产制

造分部经理
15725126376

张维彬 组员
冷运物流车辆事业部

生产制造分部经理
18953157404

曾立波 组员
冷运物流车辆事业部

生产制造分部调度
13376401088

孙波 组员
冷运物流车辆事业部

生产制造分部调度
13376401088

何福东 组员
冷运物流车辆事业部

生产制造分部调度
13854154339

焦恩明 组员
冷运物流车辆事业部

生产制造分部调度
15628875225

韩冬 组员
产线升级与 HSE 管理

部
13370515598

彭其志

通讯联络小组

组长 体系与资产管理部 13793192468

王会彬 组员 技术中心文员 13335156838

王正朋 组员 人力资源部 13573786119

隋学慧
后勤保障小组

组长 物料组经理 13953150313

刘冰 组员 物料组主任 15964507618

成子强 组长 人力资源部经理 13706400741

李传廷

安全救护小组

组员
产线升级与 HSE管理

部经理助理
13969188039

孟凡祥 组员
产线升级与 HSE 管理

部
13954180416

朱强 组员 人力资源部 1306501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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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计强
应急监测调查

小组

组长
产线升级与HSE管理

部经理
18653103801

高成刚 组员
产线升级与 HSE 管理

部
13127111577

单位名称 办公电话

济南市政府总值班室 0531-66607053，0531-12345

济南市安监局 0531-66608351

济南市环保局
0531-66608600、12369（24小时环

保热线）

济南市监测站 0531-66990746

章丘区人民政府 0531-83213030

章丘区环保局 0531-83263697

章丘市卫生局 0531-83212597

章丘市公安局 0531-81291201

章丘市安监局 0531-83263478

章丘市消防大队 119

章丘市环境监测站 0531-83215759

章丘市明水街道办事处 0531-83214973

明水经济开发区办公室 0531-83311833

火警电话 119

急救中心 120

公安指挥中心 110

菏泽万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256645353

山东凯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954363081



45

附件 7 安全疏散示意图

1.2 附件 5 污水排放去向图

附件 4 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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