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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有关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

门备案。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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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广东

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现予以发布实施。 

公司将按照本预案的内容与要求，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演练，做好突发事件的

应对准备，以便在重大事故发生后，能及时按照预定的方案进行救援，在短时间

内使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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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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广东联

钢薄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钢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突发环

境事件防范、应对能力，最大限度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及其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公司有关负责人编制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本次环境应急预案编制主要目的如下： 

（1）全面调查了解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危险源以及所造成的环境危害，

评估确定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 

（2）加强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能力，全面预防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3）提高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能力，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有

效处理事故源，控制事故扩大，减小事故损失； 

（4）降低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危害，通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

环境应急监测、事故信息的及时发布、受影响人员迅速转移等措施，将事故所造

成的危害降至最低。 

1.2 编制依据 

1.2.1 全国性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

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 年 7 月 1 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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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施行；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 

（10）《省（区、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国

办函[2004]39 号）； 

（1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年 12 月 29 日； 

（12）《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 8 月 1 日； 

（1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 

（14）《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591 号令，2011 年 12 月 1 日施

行）；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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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安监局 56

号）； 

（18）《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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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2014年第32号）； 

（2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2011年1月

1日起实施。 

1.2.2 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粤府办[2008]36 号）； 

（2）《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 年 7 月 1 日； 

（3）《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0 年 7 月 1 日； 

（4）《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1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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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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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省环境保护厅转发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粤环[2012]57 号），2012 年 8 月 5 日； 

（7）《广东省危险废物转移报告联单管理暂行规定》，1997 年 12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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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1 日； 

（9）《印发佛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2〕687

号）； 

（10）《佛山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年）。 

1.2.3 标准与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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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4）《地下水水质标准》（GB/T14848-93）； 

（5）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 

（6）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8-2001）及其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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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1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1）《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12）《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2014）； 

（13）《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230-2010）； 

（14）《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12158-2006）； 

（15）《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 50483-2009）； 

（1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4）； 

（17）《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18）《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年版）实施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

【2015】80 号）及《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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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230-2010）； 

（20）《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联钢公司存在的环境风险排查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处置和

事后善后处理，以及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环境污染应对处置协助。联钢公司为突

发环境事故第一责任主体。 

本预案不适用非突发环境事件，其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不适用于本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联钢公司从事生产相关活动发生的以下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急响应。 

1、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运输、储存过程中发生的爆炸、

燃烧和大面积泄漏等突发环境事件； 

2、在非正常工况或污染物处理装置非正常运转条件下向外环境排放污染物

造成突发环境事件； 

3、发生爆炸、火灾、泄漏等事故向外界排放污染物造成突发环境事件； 

4、由于自然条件（暴雨、地震等）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 

5、发生废水废气超标超量排放的突发环境事件。 

1.4 工作原则 

联钢公司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工作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

人为本、依法处置，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提高各部门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1）预防为主、减少危害。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宣传普及环境应急知识，

不断提高环境安全意识。建立和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机制，切实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报告、快速反应、及时控制。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部门管理的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实行公司、部门（车间）、班组、个人分级负责制；根据突发事件

的级别，实行分级控制、分级管理。不同等级的突发事件，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

和响应。 

（3）企业自救、属地管理。总经理负责，部门合作，各部门对本部门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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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事件的处理负总责。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

断提高整体应急反应能力。  

（4）整合资源、联动处置。依靠科学，快速反应，不断完善应急反应机制，

强化人力、物力、财力贮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根据事件分级，启动不同级别

应急方式；依靠科学，加强科研指导，规范业务操作，实现应急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 

1.5 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自 2011 年 5

月 1日起施行）中规定的事件分级方法，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危害程度、影响

范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联钢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划

分为三级。 

（1）Ⅲ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事故出现在企业的某个生产单元，影响到局部地区，但限制在单独的装置区

域。如： 

①在车间范围内发生化学品、危险废弃物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泄漏，导致环

境污染，但无人受伤、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车间内部控

制范围内，短时间内能够处理好，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车间内发生小型火灾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④污水发生少量的超标超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但是车间内部能够解决。 

（2）Ⅱ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事故限制在企业内的现场周边地区，影响到相邻的生产单元。如： 

①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

毒有害物品发生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下受伤，但无人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厂区内部控

制范围内，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厂区发生中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下受伤，但无人

死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员工的； 

④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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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泄漏，导致公司范围内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⑤污水出现较大超标超量排放，导致公司范围内水体、突然受到影响的。 

（3）Ⅰ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事故超出了企业的范围，临近的企业受到影响，或者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事

故现场之外的周围地区。如： 

①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

毒有害物品发生大量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 人以上受伤或者人员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超出了公司处理范

围，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厂区发生大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上受伤，甚至死

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附近人员的； 

④危险物质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程中发生泄漏，

导致周边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⑤污水出现大量超标超量排放，公司内部无法阻止污水排放，导致公司周边

水体、突然受到影响的。 

1.6 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和内容 

本预案编制严格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

113号）及《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技术指南》的规定进行。 

1.7 应急预案联动关系 

本预案是应对联钢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综合应急预案。当突发环境事件已

经超出联钢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能力时，联钢公司将按照表 1.7-1 分级响

应机制对照表直接向三水区环保局等上一级机构汇报。当上级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启动后，本预案从属于上级环境应急预案，此时联钢公司应在上级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应急协调处置行动。 

表 1.7-1  分级响应机制对照表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 

 

级别 级别确认部门 启动应急预案级别 应急报告最高级别 发布预警公告 

重大 公司总指挥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Ⅰ级 

在 30 分钟内向三水

区应急办、三水区环

保局报告 

橙色预警由公司应急

指挥中心根据三水区

应急办要求负责发布 

较大 
公司应急管理

办公室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Ⅱ级 

发现者立即上报应急

指挥中心，并在 2 小

时内向三水区应急

办、三水区环保局报

告 

黄色预警由应急指挥

中心负责发布 

一般 各车间主任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Ⅲ级 

发现者立即上报应急

指挥中心 

蓝色预警由车间主任

负责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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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基本情况 

2.1. 企业基本信息 

2.1.1. 企业概况 

联钢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 号，主要生产各

种规格的光亮冷轧板、毛化冷轧板、特殊冷轧板，特殊冷轧板包括冷轧（光亮/黑）

退火钢卷和冷轧半硬/硬钢板。 

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企业基本情况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企业名称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 

2 组织机构代码 75287185-3 

3 行业类别 钢压延加工 

4 所在地点位置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 号 

5 中心经纬度 东经 113°02’19”、北纬 23°25’27” 

6 投产日期 2003 年 

7 法人代表 黄劲辉 

8 厂区面积 100000 ㎡ 

9 主要产品 
各种规格的光亮冷轧板、毛化冷轧板、特殊冷轧板，特殊冷

轧板包括冷轧（光亮/黑）退火钢卷和冷轧半硬/硬钢板 

10 员工人数 338 人 

11 工作制度 每年约 365 天，三班制，每班 8h 

12 主要生产设备 拉矫机、平整机、分条机、退火炉、连续式酸洗线 

联钢公司的管理是在总经理领导下，各部门主管分管生产、技术、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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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等。目前公司拥有员工约 338 人，组织架构基本符合公司目前的状况和生

产情况。具体见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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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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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位置及工程组成 

2.1.2.1. 公司位置 

联钢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 号，地处东经

113°02’19”、北纬 23°25’27”，东面为华凯鞋材有限公司，南面隔中油大

道与盈润制盖容器有限公司、恒洁卫浴有限公司、千蕙床褥有限公司相望，西面

为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北面为空地和乐平涌。 

乐平镇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中部，与广州市花都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接

壤，总面积 192 平方公里，辖 14 个村（居）委会，户籍人口约 7.5 万人。镇内交

通发达，区位优势显著，佛山一环（高速）、珠二环高速、省道盐南线、三水大

道均穿越乐平，距广州新机场、佛山中心城区仅 20 分钟车程。乐平镇是广东省

重点发展的中心城镇之一。 

公司位置图见下图。 

 

图 2.1.2 公司位置图 

2.1.2.2. 平面布置 

联钢公司根据生产特点，将全公司划分为若干个生产车间，联钢公司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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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车间主要为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机修车间、拉管车间、酸洗车间、

酸洗收卷车间、锅炉房、原料仓等。各部门、车间分布情况见下图。可以看出，

公司各车间分布合理，联系紧密，能很好的承担公司繁重的生产任务。 

公司平面布置图见下图。 

 

图 2.1.3 公司平面图 

2.1.2.3. 工程组成 

公司总占地面积100000平方米。生产车间是公司的主体，现有员工约338

人，设计产能为15万t/a。 

联钢公司建设内容的组成情况详见表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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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建设内容组成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主体 

工程 

1 一车间 
生产 0.2mm-2.0mm 不同厚度、195mm-450mm 不同宽度的冷轧

钢带 

2 二车间 
生产 0.15mm-2.5mm 不同厚度，500mm-820mm 不同宽度的冷轧

钢板 

3 三车间 
生产 0.15mm-2.5mm 不同厚度，800mm-1150mm 不同宽度的镜

面板、毛化表面冷轧板和光亮表面冷轧板 

4 
酸洗车间（含

锅炉房） 
所有热轧带钢在加工前均需经过酸洗，锅炉提供蒸汽。 

5 仓库 主要为原料仓库、成品仓库、化学品仓库等 

6 盐酸储罐 55t 一个、40t 一个（应急备用） 

7 气氛站 利用液氨制造氮气 

8 办公楼 员工办公场所 

公用 

设施 

1 供水 由市政供水管网供给 

2 排水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表面前处理

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南部污水处理厂 

3 供电 市政供电 

环保 

设施 

1 废水处理设施 1 套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 360t/d 

2 废气处理设施 4 套酸雾处理系统 

3 固体废物 设有危废储存间 

4 噪声 对噪声源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减震、绿化吸声等措施 

5 应急池 2 个共 180m3（9*3*4）（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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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生产工艺 

1、生产工艺流程图 

联钢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2.1.4。 

 

图 2.1.4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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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是外购的热轧带钢，根据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和

客户的要求进行加工。冷轧钢带生产工艺工序说明如下所示。 

表 2.1-3  冷轧钢带生产工艺说明 

序

号 

工序名

称 
主要过程说明 主要设备 能耗类型 产生的污染物 

1 酸洗 

酸洗外购的热轧坯

料，去除原料表面氧

化层 

连续式盐酸酸

洗机组 
电、蒸汽 

清洗废水、废

酸、酸雾、酸

洗线沉渣。 

2 冷轧 
通过轧机压延坯料至

生产工艺要求的厚度 

500mm、

900mm 和

1250mm 冷轧

机 

电 
边角料、废工

件、废乳化液 

3 重卷 

对经过冷轧机压轧过

后的钢板进行重新卷

取。 

重卷机 电 --- 

4 脱脂 

经过冷轧过后的钢板

表面覆盖一层油脂，

需要用碱液去除。 

--- 电 废脱脂剂 

5 烘干 

经过表面脱脂的钢带

需要被自动输送到烘

干炉进行烘干 

烘干炉 
电、天然

气 
烘干炉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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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序名

称 
主要过程说明 主要设备 能耗类型 产生的污染物 

6 
光亮退

火 

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

定温度，保持足够时

间，然后以适宜速度

冷却(通常是缓慢冷

却，有时是控制冷却)

的一种金属热处理工

艺，同时，光亮退火

过程中通入保护气

体。 

钟罩式光亮退

火炉 
电 --- 

7 黑退火 

与光亮退火不同的地

方在于黑退火过程中

并不用通入保护气体 

黑退火炉 电、煤 
退火炉废气、

炉灰渣 

8 
平整拉

矫 

通过平整拉矫消除退

火后带钢的屈服平

台，改善带钢性能 

平整拉矫机 电 --- 

9 分条 
根据客户要求分条半

成品带钢 
分条机 电 

边角料和废工

件 

10 
成品包

装 

分条成品入库包装，

准备发运 
--- --- --- 

2.1.4 生产设备设施 

联钢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及其基本情况见下表。 

表 2.1-4 公司主要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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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 型号 单位 数量 功率参数 

1 
1250 连续式酸

洗线 
6.0×1250mm 条 1 322.69kW 

2 
900 连续式酸洗

线 
4.0×1000mm 条 1 209.00kW 

3 
500 连续式酸洗

线（玻璃钢） 
3.0×500mm 条 1 54.10kW 

4 
500 连续式酸洗

线（pp 板） 
3.0×500mm 条 1 54.10kW 

5 锅炉 WNS2-1.25-Y(Q) 台 1 24.57kW 

6 500 可逆式轧机 
Φ190／

Φ500×500mm 
台 1 1125kW 

7 
四辊 5 机架连续

式扎机 

Φ175／Φ400×

450mm 
台 1 1492kW 

8 650 重卷机 2.0×650mm 台 1 201kW 

9 
20 吨罩式光亮

退火炉 

Φ1600×2900／

20T 
台 10 280kW 

10 650 平整机 Φ450×650mm 台 1 302kW 

11 500 平整机 Φ420×500mm 台 1 491kW 

12 650 拉矫机 0.8×650mm 台 1 206kW 

13 600 拉矫机 0.8×600mm 台 1 212kW 

14 1#分条机 1.5×500mm 台 1 80kW 

15 2#分条机 1.5×500mm 台 1 8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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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 型号 单位 数量 功率参数 

16 650 分条机 2.0×650mm 台 1 173kW 

17 
900 六辊可逆轧

机 

Φ210／Φ280／

Φ800×900mm 
台 1 3634kW 

18 900 重卷机 2.0×900mm 台 1 295kW 

19 
30 吨电加热罩

式光亮退火炉 

Φ1600×3500／

30T 
台 4 550kW 

20 
35 吨电加热罩

式光亮退火炉 

Φ1800×2900／

35T 
套 3 733kW 

21 900 四辊平整机 
Φ350／Φ700×

900mm 
套 1 971kW 

22 1 米拉矫机 1.5×1000mm 台 1 509kW 

23 1 米分条机 2.0×1000mm 台 1 237kW 

24 
1250 四辊可逆

轧机 

Φ300／Φ950×

1250mm 
台 1 6302kW 

25 
1240 四辊平整

机 

Φ420／Φ800×

1250mm 
台 1 1443kW 

26 分条机 2.0×1300mm 台 1 345kW 

27 重卷脱脂机 1.5×1250mm 台 1 5130kW 

28 
电加热罩式光亮

退火炉 

Φ2000×3500／

60T 
套 3 180kW 

29 
燃气加热罩式光

亮退火炉 

Φ2000×3500／

60T 
套 4 180kW 

30 氨分解带纯化装 ALS-60 台 7 1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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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 型号 单位 数量 功率参数 

置 

31 
氨分解制氢纯化

装置 
AQ/FC-60 台 1 100kW 

32 氢回收装置 PYNHP-HS-435 台 1 14.1kW 

33 
螺杆式空气压缩

机 
JC50HA 台 3 37kW 

34 
螺杆式空气压缩

机 
JC30HA 台 1 22kW 

35 
冷冻式压缩空气

干燥机 
JMS-100 台 3 13kW 

36 电力变压器 S9-2000/10 台 2 2000kVA 

37 电力变压器 S11-2000/10 台 1 2000kVA 

38 电力变压器 S11-1600/10 台 3 1600.00kVA 

39 整流变压器 ZBS11-1800/10 台 1 1800kVA 

40 整流变压器 ZSF11-3750/10 台 1 3750kVA 

41 电力变压器 S11-2000/10 台 1 2000kVA 

对照《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3 年修订本）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4 年本）和《佛

山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0 年本），公司未发现淘汰的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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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然环境概况 

2.2.1 地理位置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

号，项目东面为华凯鞋材有限公司，南面隔中油大道与盈润制盖容器有限公司、

恒洁卫浴有限公司、千蕙床褥有限公司相望，西面为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北

面为空地和乐平涌；无环境敏感点，主要问题为项目四周的工业区产生的废水、

废弃、噪声和固体废物。 

乐平镇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中部，与广州市花都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接

壤，总面积 192 平方公里，辖 14 个村（居）委会，户籍人口约 7.5 万人。镇内交

通发达，区位优势显著，佛山一环（高速）、珠二环高速、省道盐南线、三水大

道均穿越乐平，距广州新机场、佛山中心城区仅 20 分钟车程。乐平镇是广东省

重点发展的中心城镇之一。 

2.2.2 地形地质地貌 

佛山市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华南褶皱带一部分。加里东构造层广泛分布于

广州—佛山—九江一线以东，由各种片麻岩、石英岩、片岩、浅变质砂岩组成。

海西印支构造层主要分布于广州—佛山—九江一线以北地区，由砂页岩、石灰岩

等构成。顺德城区附近有砾岩、砂岩及火山碎屑岩体分布，属燕山构造层。同时，

区内星散露出的花岗岩为燕山期岩浆入侵的产物。喜马拉雅复杂的构造作用和火

山活动，形成以三水盆地为主的断陷盆地和零星分布在西樵山、大珠岗的粗面岩；

走马营、王借岗一带的玄武岩以及华涌一带的凝灰岩等。区内主要褶皱和断裂构

造大体可分五组：呈北北东向的三水禾生坑复式向斜；呈北东东向的高明复式向

斜；近东西走向的三水断裂、朗石断裂、顺德容奇附近的东西向断裂、呈北东向

的罗客断裂、盐步断裂、鹤城—金鸡断裂、岗断裂（广—从断裂）；呈北西向的

三洲—西樵山断裂、炭步—大沥断裂。 

上述地质构造，控制着区内地形的发育，形成了棋盘状分布的块状山地和纵

横交错的河网地貌特征。本区地形大致西北高、东南低。高明皂幕山主峰海拔

805m，为市内最高点；三水大塱涡地势低洼，高程-1.7m，为全市最低点。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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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面积约 2/3 的是西、北江三角洲平原及其支流的河谷冲积平原，几乎遍布顺

德和南海南大部及高明东北部，三角洲自西北向东南推进，形成除零星残丘外均

为地势平坦、河涌纵横的冲积平原。 

2.2.3 气象气候 

联钢公司所在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雨热同季，春湿多阴

冷，夏长无酷热，秋冬暖而晴旱。 

三水区全年平均气温为 22.5℃。1 月为最冷月，多年极端最低气温为-0.7℃，

2、3 月气温回升，7 月份温度最高，多年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38.7℃。全年平均蒸

发量为 1178.4 毫米，最大可达 1981.3 毫米。这一地区的湿度较大，全年平均相

对湿度达 80%，每年春季是全年最潮湿的季节，全年平均降水量为 1687 毫米，

最多年份可达 2357.0 毫米，最少年份的降水量为 1044 毫米，全年降水主要集中

春、夏季（4-9 月），前汛期主要以锋面低槽影响而产生的降水，而后期则以热

带风暴影响江水为多。 

夏秋季节是热带风暴影响的盛期，热带风暴也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灾害性天

气，根据 1950-1980 年资料统计，在珠江口登陆的 40 个，热带风暴袭击常伴有

狂风和暴雨，给本区造成严重的灾害。风向风速是影响大气中污染物扩散的主要

气象因子，风向频率高达 25.4%，次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占 9.8%，这一地区偏西

风较少，西南-西北各风向出现频率均在 3%以下，全年静风频率较高，为 18%，

多年平均风速为 2.5m/s.全区主要江河：西江、北江水质保持良好。 

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冲击平原，河道纵横，属水网地带，距海洋很近，在

北回归线附近，常年气候温和，光照较多，雨量充沛，具有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温暖多雨，四季均可种植，也适宜种植。 

2.2.4 水文特征 

项目所在区域的水体主要有芦苞涌、西南涌、乐平涌。 

（1）芦苞涌 

芦苞涌在三水区中部偏北。西起芦苞水闸，东经芦苞、范湖、乐平等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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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海县官窑附近与西南涌汇合。长 32 公里，流域面积 252 平方公里。因源于

芦苞镇得名。隋、唐时称芦苞水，清至民国时又名胥江。 

（2）西南涌 

西南涌西起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西南水闸，东流经南海区官窑镇、狮

山镇、和顺镇，狮山镇境内有在芦苞涌汇入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鸦岗村注入

珠江。长 38 公里，流域面积 485 平方公里。1957 年建西南水闸后，起分洪作用。 

（3）乐平涌 

乐平涌为芦苞涌乐平段分支，汇入西南涌。因在乐平镇内，故名为乐平涌。 

2.2.5 土壤与植被 

三水区自然植被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人类活动影响山地丘陵区的植被

多为人工次生林。自然土壤则以赤红壤、红壤为主，土壤母质为砂砾岩、变质砂

岩、花岗岩及石灰石等，还有水稻土、堆叠土、潮砂泥土等土壤类型。 

2.3.环境功能区划及环境质量现状 

2.3.1.环境功能区划 

本公司评价区域所属环境功能区见表2.3-1。 

表 2.3-1 本公司所在地环境功能属性 

编号 功能区规划 建设项目所属类别及执行标准 

1 地表水功能区 佛山水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V 类标准；西南涌、芦苞涌、乐平涌河道执行地面水环境标

准（GB38338-2002）Ⅳ类标准。 

2 大气环境功能区 属二类区，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02）中的二级标准 

3 地下水功能区 珠江三角洲佛山水道地下水源涵养区，执行《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93）三类标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2%E7%A0%BE%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5%B2%97%E5%B2%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7%81%B0%E7%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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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环境功能区 属二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5 基本农田保护区 否 

6 水库库区 否 

7 水源保护区 否 

8 城市污水集水范围 是，南部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 

9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2.3.2.环境质量现状 

1、空气环境质量现状 

联钢公司本项目位于佛山市三水区，根据《印发佛山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划的通知》（佛府[2007]154 号），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本项

目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引用广东维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年10月的环境空气

质量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0月25日，监测点为蔗

园村，距离项目西面约1.8km，其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见下表 2.3-2。  

表 2.3-2 大气环境监测结果  （单位：mg/m3）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监测项目 

NO2 SO2  PM10日

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2015 年 10 月 

19 日 

02:00—03:00 0.024 

0.022 

0.022 

0.020 0.038 

08:00—09:00 0.028 0.027 

14:00—15:00 0.036 0.034 

20:00—21:00 0.025 0.024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4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监测项目 

NO2 SO2  PM10日

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2015 年 10 月

20 日 

02:00—03:00  0.026 

0.024  

0.024  

0.023  0.043  

08:00—09:00  0.031  0.029  

14:00—15:00  0.039  0.035  

20:00—21:00  0.027  0.025  

2015 年 10 

月 21 日  

02:00—03:00  0.025  

0.022  

0.024  

0.021  0.054  

08:00—09:00  0.031  0.029  

14:00—15:00  0.036  0.034  

20:00—21:00  0.027  0.025  

2015 年 10 

月 22 日  

02:00—03:00  0.025  

0.024  

0.023  

0.022  0.048  

08:00—09:00  0.033  0.028  

14:00—15:00  0.040  0.036  

20:00—21:00  0.027  0.024  

2015 年 10 

月 23 日  

02:00—03:00  0.024  

0.021  

0.022  

0.020  0.042  

08:00—09:00  0.029  0.027  

14:00—15:00  0.039  0.035  

20:00—21:00  0.027  0.024  

2015 年 10 

月 24 日  

02:00—03:00  0.025  

0.024  

0.023  

0.022  0.037  

08:00—09:00  0.031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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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监测项目 

NO2 SO2  PM10日

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小时浓度 日均浓度 

14:00—15:00  0.038  0.036  

20:00—21:00  0.027  0.025  

2015 年 10 

月 25 日  

02:00—03:00  0.023  

0.022  

0.022  

0.021  0.044  

08:00—09:00  0.030  0.027  

14:00—15:00  0.036  0.035  

20:00—21:00  0.027  0.026  

二级标准限值  0.2  0.08  0.5  0.15  0.15  

根据上表，本项目评价区域内 SO2、NO2、PM10 浓度均优于《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的浓度限值，说明评价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联钢公司本项目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6号，项目所在地

属于三水中心科技工业区南部污水处理厂的纳污范围，项目外排废水经预处理达

标后，接入市政排污管网，经三水中心科技工业区南部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1）一级B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两者较严者，排入

西南涌（官窑凤岗-广州鸦岗段）。西南涌（官窑凤岗-广州鸦岗段）属于Ⅲ类水

质功能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质量现状引用《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异地扩建

皮卡和 SUV 生产线（佛山）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断面为

西南涌南部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上游 2.5km（W1）、下游 0.5km（W2）、下游 3.5km

（W3），监测时间为 2014 年 05 月 15 日，监测单位为广州市谱尼测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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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具体监测结果如表 2.3-3 所示： 

            表 2.3-3  地表水监测结果   单位：mg/L（水温、pH 值除外） 

监测因子  

W1  W2  W3  

标准值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涨潮  退潮  

水温(℃)  25.7  24.6  25.5  24.9  25.4  25.0  ——  

pH  6.98  7.00  6.92  7.08  6.80  6.72  6～9  

CODcr  19  18  22  23  28  32  ≤20  

BOD5  4.1  3.5  5.4  4.8  6.1  6.0  ≤4  

DO  5.3  5.7  4.4  4.3  4.1  3.9  ≥5  

氨氮  0.426  0.496  0.716  0.657  0.411  0.432  ≤1.0  

总磷  0.13  0.15  0.13  0.16  0.13  0.15  ≤0.2  

SS  46  39  86  76  30  36  ≤100  

石油类  0.05  0.04  0.04  0.03  0.04  0.04  ≤0.05  

氰化物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1.0  

氟化物  0.43  0.40  0.72  0.51  0.77  0.64  ≤1.0  

六价铬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04L  ≤0.05  

挥发酚  0.0003L  0.0003L  0.0003L  0.0003L  0.0003L  0.0003L  ≤0.005  

铜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10  0.008  ≤1.0  

锌  0.05L  0.05L  0.05L  0.05L  0.05L  0.05L  ≤1.0  

砷  0.0021  0.0019  0.0023  0.0022  0.0027  0.0025  ≤0.05  

汞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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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01L  ≤0.005  

铅  0.01L  0.01L  0.01L  0.01L  0.01L  0.01L  ≤0.05 

镍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02L  ≤0.02 

注：L 表示未检出；SS 参照《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监测结果表明，在监测期间西南涌三个监测断面除 CODCr、BOD5 和 DO 共

3 项常规指标超标外，其余监测项目指标都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084-2005）Ⅲ类标准的要求。评价河段受生活污水污染，呈有机污染型特

征。根据现场调查，本次地表水现状质量调查范围内河涌沿岸有一些工厂、居民

生活区、鸭和鹅圈养，其排放的污水会直接影响西南涌的水质。  

目前三水政府正积极对西南涌进行整治，沿途已建成或在建的污水处理厂共

有 4 个；随着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以及截污管网的不断完善，西南涌的水质可得

到改善，逐步满足水功能区要求。 

3、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 号，项目东面为华凯鞋材

有限公司，南面隔中油大道和盈润制盖容器有限公司、恒洁卫浴有限公司、千蕙

床褥有限公司相望，西面为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北面为乐平涌。项目所在地

属于城镇规划中的工业区，其边界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

标准。  

本次环评在厂界四周设置 4 个点进行监测。噪声监测方法严格按国家环保局

颁布的规范进行，监测仪器采用积分声级计，以等效连续 A 声级 Leq 作为评价

量。  

监测时间：2016 年 10 月 25 日。监测频次：昼夜间各一次。监测结果统计见

表 2.3-4。  

表 2.3-4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dB(A)  

编号  测点位置  昼间  夜间  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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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厂界东面  62.9  48.9  

  

GB3096-2008 中 3 类标准昼间：65 

夜间：55  

2＃  厂界南面  63.7  49.3  

3＃  厂界西面  60.8  48.2  

4＃  厂界北面  58.1  46.8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地场界各监测点均能够满足功能区划的《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要求，声环境背景质量较好。   

2.5. 企业产污染物治理情况 

2.5.1 废水 

1. 废水产生的原因 

公司的废水分为生产废水与生活废水两大类，其中，生产废水为清洗废水，

而生活废水则主要来源于员工的生活办公。 

表 2.5-1 废水产生原因分析表 

序

号 
污染物 产生部位 产生原因 处置方式 

1 清洗废水 酸洗线 
钢板经过酸洗过后需要用清

水清洗，从而产生清洗废水 

经酸碱中和处理和沉淀后排

入南部污水处理厂 

2 生活废水 
生活配套

设施 
员工日常生活所需用水 

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到

南部污水处理厂 

2. 废水的处理 

公司所产生的清洗废水，主要表现为低 pH 值和悬浮物，其处理工艺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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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1 公司清洗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具体处理方法见下说明。 

生产废水经车间污水管网或渠道收集，排至污水处理站处理。首先经格栅

去除废水中较大的悬浮物、漂浮物如纸屑、塑料袋等杂物，保证后续处理构筑物

的正常运行；除渣后的废水随后进入调节池，在调节池中均质、均量，并通过投

加石灰调节 pH 值，避免了水质水量的波动对后续处理系统造成冲击。 

利用自吸泵将调节池废水提升进入混凝沉淀池；投加 PAM 药剂；利用水泵

动力作用来混合药剂与废水，使废水中的细小污染物产生絮凝体在沉淀池中进行

泥水分离沉淀下来，处理后废水排入南部污水处理厂。沉淀下来的污泥定期通过

厢式压滤机清空，滤液回流反应池。 

酸洗废水处理设施平面布置图如下图所示。 

清洗废水 隔油池 沉砂池 反应池 

碱、PAM 

斜管沉淀池 中间水池 机器过滤器 
排入南

部污水

厂 

污泥浓缩池 板框压滤机 
泥饼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处理 

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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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酸洗废水处理设施平面布置图 

上图中可以看出，公司按照有关环保要求，在设计废水处理设施时，已经规

划好了应急水池，可容纳一天的应急水量，并为配备了水泵，在废水处理设施回

复正常时，可以把应急水池里的废水抽回到地下调节池进行后续工序的处理。 

2.5.2 废气 

联钢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有锅炉废气、酸雾。 

（一） 各类废气产生原因如下： 

（1） 锅炉废气：公司锅炉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为清洁能源，产生

的废气量较小。 

（2） 退火炉废气：公司退火炉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为清洁能源，

产生的废气量较小。 

    （3）酸雾：酸洗过程中会形成一定量的盐酸酸雾； 

（二） 废气的处理 

（1） 锅炉废气 

联钢公司锅炉由于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所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公司未对其

 

 

清水池 

 

污 泥 浓

缩池 
板框压滤机 

机 械 过 滤

装置 

 

地下调

节池 

隔
油
池 

应急水池 

反应池 

 

斜 管 沉

淀池 

 

中 间 水

池 

酸   洗   线 

生产废水 回 用 到

生 产 中

去 

泥饼交由有资

质公司处理 

注：“    ”表示废水的流向，“     ”表示污泥的流向。 

应急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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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治理。 

（2） 退火炉废气 

联钢公司退火炉由于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所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公司未对

其进行治理。 

（3） 酸雾 

联钢公司根据生产车间酸雾废气现场情况选择采用耐酸喷淋净化塔作为治

理的主体设备。酸雾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图 2.5.3 酸雾处理工艺流程图 

酸雾废气自吸气罩经冷凝管抽入净化塔内有填料组成的过滤层，再经过二

道碱液喷雾处理，使气液两相充分接触；酸雾和碱液发生中和反应，经过处理后

的废气经过脱液器处理，然后排入大气。 

2.5.3 噪声 

根据标准的规定，联钢公司厂界噪声排放标准执行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区域限值。 

2.5.4 固体废弃物 

公司厂区内产生的固废分为生产固废和员工生活垃圾，生产固废主要为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工件和工件边角料，灰渣，酸洗线沉渣，废酸和乳化液废液。 

表 2.5-2 固体废弃物产生原因 

生产废气 喷淋净化塔 防腐风机 排放 

循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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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种类 产生原因 固废特性 备注 

废工件和工件

边角料 

钢板在冷轧过程中产生的边

角料 
一般固废 --- 

酸洗线沉渣 
酸洗槽经过多次酸洗后，在

槽底下形成的沉渣。 
一般固废 --- 

废酸 

酸洗槽中的盐酸在使用了一

段时间后，进行更换，主要

成分为盐酸，也含有一定量

的亚铁离子和铁离子。 

危险废物 
危废编号：

HW34 

乳化液 

在冷轧工序中，使用了乳化

液，乳化液在机械加工过程

循环使用，在循环使用过程

中由于反复受热，乳化液逐

渐变质，因此在使用一段时

间后需要更换 

危险废物 
危废编号：

HW17 

员工生活垃圾 员工的办公生活 一般固废 --- 

 

2.6 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的要求，要明确项目周

围半径 5千米范围内的大气和水体保护目标。由于 5千米的范围内包括的保护目

标较多，不便列举，在此只列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敏感点。所在区域环境主要敏感

点情况见表 2.6-1，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见附图 3—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

图。 

表 2.6-1  项目风险评价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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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名称 性质 
敏感点描

述（人） 
影响因素 

方位及距

离(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江村 居住 13488 大气 南 2200 村委会 0757-87388261 

乐平村 居住 12263 大气 西北 1400 居委会 0757-28861212 

横岗 居住 2314 大气 西南 2800 村委会 0757-85500966 

源潭村 居住 4295 大气 西北 4650 村委会 0757-87388941 

汀圃村 居住 1543 大气 西南 4700 村委会 0757-85806066 

象岭村 居住 1284 大气 东南 3900 村委会 0757-85896161 

南浦村 居住 1367 大气 东南 3400 村委会 0757-85896161 

华布村 居住 4216 大气 北 1100 村委会 0757-87388794 

海洲 居住 2417 大气 东南 2100 村委会 0757-87388471 

沙塘 居住 2517 大气 西南 2700 村委会 0757-87388261 

古灶 居住 1275 大气 南 2400 村委会 0757-82207869 

田东 居住 1753 大气 西南 3600 村委会 0757-7388581 

小迳 居住 1432 大气 西 4500 村委会 0757-87652808 

贤寮 居住 1646 大气 南 3800 村委会 13702964098 

石澎村 居住 1565 大气 东南 4000 村委会 0757-85802205 

三溪村 居住 2538 大气 西南 4300 村委会 0757-87388540 

新村 居住 1527 大气 北 3700 村委会 0757-87388435 

下新村 居住 1386 大气 东南 4900 村委会 0757-85862617 

大旗头古村 景点 -- 大气 北 3300 村委会 0757-87380202 

华盛·圆坊都

荟 
居住 

2000 
大气 西北 165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92688 

雍翠新城 居住 
2300 

大气 西北 190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653208 

融创熙园 居住 
1900 

大气 西南 184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62888 

锦益华庭 居住 
1700 

大气 西北 88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82818 

乐平中学 学校 
1000 

大气 西北 12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324 

乐平镇中心

小学 
学校 

400 
大气 西北 1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0231 

三江小学 学校 
300 

大气 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546 

佛山市三水

区海佳文武

学校 

学校 

900 

大气 东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4189 

小星星英语

实验幼儿园 
学校 

100 
大气 西北 15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93383 

时代幼儿园 学校 
90 

大气 西南 20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93968 

 

海佳幼儿园 学校 
90 

大气 南 18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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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名称 性质 
敏感点描

述（人） 
影响因素 

方位及距

离(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乐平镇中心

幼儿园 
学校 

110 
大气 西北 1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763 

贤寮幼儿园 学校 
100 

大气 南 3800 
学校办公

室 
13702993198 

米布幼儿园 学校 
80 

大气 东北 3300 
学校办公

室 
0750-87381350 

三溪小校 学校 
350 

大气 西南 4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404 

三江学校 学校 
400 

大气 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13709607354 

佛山职业技

术学院 
学校 

3000 
大气 西南 4900 

学校办公

室 
0750-87263138 

芦苞涌 小河 -- 水体 东 480 -- -- 

西南涌 小河 -- 水体 南 2700 -- -- 

 

根据环评报告书，联钢公司用地属于工业用地，周围 500m内无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敏感区等敏感目标。根据《广东省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的要求，对 5千米的范围内的大气和水体保

护目标做了统计，保护目标较多，一些比较重要的敏感点为：三江村、乐平村、

乐平小学和芦苞涌、西南涌河道等。 

从上表可知，联钢公司周边 5千米范围内居住区、文化教育等机构人口总数

小于 8万人，同时，公司周边 500米范围内人口总数小于 500人。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5 
 

3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以及减轻事故所造成的危害，联钢公司成立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救援机构。包括：应急指挥部、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机构。详见图 3.1。 

 

图 3.1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组织救援实施结构图 

内部应急救援队伍及其联系方式如下表： 

表3-1  应急指挥部、应急小组组成及联系方式表 

机构名称 

组成人员 

预案职级 所在部门及职务 姓名 手机 

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 总经理 黄劲勇 13902896538 

副总指挥 技术总监 郝巍巍 
13927703270 

副总指挥 生产总监 罗华思 
13902816627 

组员 生产经理 孔家祥 
13923100490 

应急指挥部 

现场处置组 

应急保障组 

信息联络组 

应急监测组 
应急管理办公室 

现场保卫组 

环境应急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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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组成人员 

预案职级 所在部门及职务 姓名 手机 

组员 车间主任 郑球安 
13925975614 

组员 车间主任 杨大福 
13927758713 

现场保卫组 

组长 技术主任 李晓涛 87390236 

组员 技术副主任 许云清 13925902392 

组员 技术副主任 梁永安 13528975335 

组员 线长 张文强 87390236 

组员 线长 董尚宝 87390236 

现场处置组 

组长 车间副主任 干伟 13679816151 

组员 酸洗线长 曹福杰 13670607043 

组员 车间副主任 陈剑波 13687402937 

组员 车间副主任 谭桃树 13794057176 

组员 车间副主任 李志成 15916153551 

组员 机修主任 刘华景 13516616858 

组员 电器主任 王志军 15813658298 

组员 机修副主任 赖敬良 13760996871 

信息联络组 

组长 财务部经理 禤雪梅 13433286345 

组员 业务主管 禤浩敏 13516642867 

应急保障组 

组长 企管部文员 梁敏华 13425627585 

组员 行政部文员 罗松连 1372663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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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组成人员 

预案职级 所在部门及职务 姓名 手机 

组员 企管部文员 范颖珊 15398900571 

应急监测组 

组长 车间主任 郑球安 
13925975614 

组员 机修副主任 贺联礼 13798600803 

环境应急专家组 

组长 技术总监 郝巍巍 13927703270 

组员 生产总监 罗华思 
13902816627 

公司 24 小时值班电话：0757-87381977 

1、各应急预案功能小组责任人在事发之时因客观因素不在现场或不能及时到

位，则按职级排列由在位最高职级排列顺序接替对应的应急职务，并履行职责与

权力。 

2、对应职务人员离职，由公司职务继任者，承接其应急预案中的职级，并履行

职责与权力。 

3、事发在夜间或假日，由当值最高职级的员工暂代总指挥之职，指挥协调应急

救援；总指挥到位后职责移交并协助总指挥进行后续的应急预案指挥协调工作。 

4、隶属于应急预案职务成员，手机需 24 小时处于开启状况，以应对紧急事故的

联系需求。 

3.1 领导机构 

联钢公司的应急领导机构称为“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应急

管理办公室组成。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公司的总经理担任，副总指挥为技术总

监，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由人事行政部负责，组员主要为公司的部门经理和主管

等骨干人员。 

3.1.1 应急指挥部 

1、应急指挥部职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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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应急工作中，负责决定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并组织实

施，负责组织制订和管理应急预案，配置应急人员、应急装备，对外签订相关应

急支援协议等； 

（2）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应急指挥、调度、协调等工作，包括就是否需

要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做出决策。 

2、应急指挥部具体职责 

（1）负责公司《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 

（2）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3）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组建现场应急救援队伍； 

（4）确定现场指挥人员； 

（5）坚持“救人重于救灾”和“先控制、后消灭”的原则，指挥事故现场

污染防治救援； 

（6）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7）向上级汇报和向友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

请求； 

（8）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动； 

（9）组织应急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10）负责保护事故发生后的相关数据以及事故调查。 

3.1.2 应急管理办公室 

办公室作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受应急指挥部直接领导，负责

处理应急指挥部的日常事务，应急预案的编制与管理，对外联络，应急物资的贮

备管理等。 

应急管理办公室由办公室负责，其职责为： 

（1）服从应急指挥部的领导，处理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应急工作以及突发环

境事件时的工作。 

（2）每日例行巡检厂内各可能发生环境污染危害行为的区域，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并排除隐患； 

（3）每日例行巡检厂内应急抢险救援设备、救援物资是否完好及到位，发

现问题及时维修救援设备及补充救援物资，保证物资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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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年组织 1 次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等。 

3.2 工作机构 

应急工作机构依据实际需要设定，是紧急情况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时在应急

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应急工作机构有：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信息联

络组、应急监测组、安全保卫组、应急消防组、医疗救护组、环境应急专家组。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由公司总经理全权指挥，技术总监为副总指挥，其主要

组成人员皆由公司的主要核心担任，具体名单和联系方式具体见附件 7——应急

救援组织机构名单。 

公司各职能部门和全体员工都负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责任，各专业队

伍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担负着公司内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救援

和处置工作的责任。各专业救援队伍分工如下。 

3.2.1 现场处置组 

（1）协助预防各区域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危害行为； 

（2）应急处理，按照预案的处置方案执行； 

（3）提出落实抢险救援装置、设备抢修所需物资； 

（4）组织落实排险、抢险方案，控制事故蔓延； 

（5）依现场状况，按照救援程序，进行现场援救活动，并按事件的发展，

将事件发展信息向应急指挥部汇报； 

（6）参与事故调查。 

3.2.2 应急保障组 

（1）负责污染防治物资、设施、装备、器材、防护用品等及时供应及保障； 

（2）协助疏散及安顿员工； 

（3）伤员救护、运转及安抚工作； 

（4）做好紧急情况发生时必要物资的储备、采购与发放工作。 

3.2.3 信息联络组 

（1）第一时间通知佛山市三水区环境保护局（0757- 87783287）；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0 
 

（2）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发生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实时进展情况； 

（3）负责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处置的指导、协调和督促； 

（4）发生突发事件或发现负面报道后，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并提出工作

建议。 

3.2.4 现场保卫组 

（1）执行应急指挥部命令，组织人员紧急疏散及秩序维护措施； 

（2）进行现场警戒及保卫工作； 

（3）对受伤人员进行安全救护，清点统计人员受灾情况； 

（4）根据警情迅速组织出警、参与制定灭火方案、组织控制火势、火灾现

场人员搜救、灭火抢险物资的保管及补充事故调查。 

（5）协助和配合消防部门及专业队伍进行消防保卫应急救援； 

（6）组织完成事故后的洗消工作。 

3.2.5 应急监测组 

（1）监控事件救援过程中的污染物产生量，及时调整污染物的处置方案； 

（2）开展厂内自行污染指标监测； 

（3）厂内不具备监测能力的污染指标，联络三水区环境保护监测站（0757- 

7732460）。协调应急监测人员开展厂区内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并将监测结果

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4）组织制定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厂区内受污染环境（土壤、水体）的修

复方案； 

（5）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评估，形成事件环

境影响评估报告。 

3.2.6 环境应急专家组 

（1）接到通知，及时赶到事故现场； 

（2）参与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3）对泄漏危险化学品的应急处置（如回收、降解、吸附等）提供环保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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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外部应急/救援力量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可请求支援的外部应急/救援力量。 

表3.3-1  外部报警联系电话 

名称 电话 名称 电话 

治安报警 110 火警电话 119 

医疗急救 120 交通事故 122 

佛山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

心 
0757-82363450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

镇人民政府 
0757-87381999 

三水区人民政府 0757- 87733937 
佛山市三水区公安

消防大队 
0757-87839123 

三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757-87709971 佛山市质检局 0757-82222456 

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0757- 87704885 三水区公安分局 0757-87732403 

三水区环境保护局 

0757- 87783287 

 

三水区供水公司 0757- 7710733 

佛山市海事处 0757-83814373 三水区供电局 0757-87769016 

佛山市气象局 0757-3382507 
三水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0757-87732384 

广东中毒急救中心 

020-84198181 

020-84189694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

咨询电话 
0532-83889090 

三水区环境监测站 0757- 7732460 同方芦苞医院 0757-87281192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0757-87813210 白坭华立医院 0757-87510120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yyXUJzu5GBFXnD-8QyIacPLBHZ3xJOBY8Tl126NWn6nWFr9Qb8iRxLx8aEhqL9xBjQ3kdHRIt1UthI5GxCseb5Rl5REzK9i7MUy4tzjBr-a_uY9hj8WL8DhFTJkh0DEGmpHi8O5t5vDmJJwo4sZeNNfYEEfaBFeUDDdGpXHRcmf3VBRwz7YGFxb4UjecGc6dWb-FmBR5pBbV8bG3Axz12OLLtOa3Uhot1q12muznoG&wd=&eqid=d1c47b6400009e5900000006599a9d5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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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电话 名称 电话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0757-87797878 

佛山市三水人民医

院急救中心 0757-87837333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QLjQaSZlny1wMCM2-98On5naj3fNcTZ8Qto1luOjtIUgMw7IFcX3jzEEXa8CQOc&wd=&eqid=c3f35b9b0000b83600000006599a9f0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QLjQaSZlny1wMCM2-98On5naj3fNcTZ8Qto1luOjtIUgMw7IFcX3jzEEXa8CQOc&wd=&eqid=c3f35b9b0000b83600000006599a9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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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风险分析 

4.1 环境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范围包括生产设施风险识别和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物质风险识别。 

根据公司使用，储存化学危险物质的品种、数量，危险性质以及可能引起环

境风险事故的特点。对全公司生产环节、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从可能泄露物质

的毒性、挥发性、可溶性、可降解性、可能遭到财产损失。环境影响范围、环境

影响可恢复性等方面进行环境风险识别和评价。 

4.1.1 化学品危险性识别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对联钢公司风险识别范围内的有

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进行危险性识别。化学物质危险性识别标准见表 4.1-1。 

表 4.1-1  物质危险性标准表 

性质 等级 
LD50（大鼠经口）

mg/kg 

LD50（大鼠经皮）

mg/kg 

LD50（大鼠吸入，4 小时）

mg/kg 

有毒

物质 

1 <5 <1 <0.01 

2 5<LD50<25 10<LD50<50 0.1<LD50<0.5 

3 25<LD50<200 50<LD50<400 0.5<LD50<2 

易燃

物质 

1 
可燃气体：在常压下以气态存在并与空气混合形成可燃混合物；其沸点(常

压下)是 20℃或 20℃以下的物质。 

2 易燃液体：闪点低于 21℃，沸点高于 20℃的物质。 

3 
可燃液体：闪点低于 55℃，压力下保持液态，在实际操作条件下(如高温高

压)可以引起重大事故的物质。 

爆炸性物质 在火焰影响下可以爆炸，或者对冲击、摩擦比硝基苯更为敏感的物质。 

备注：(1)有毒物质判定标准序号为 1、2的物质，属于剧毒物质；符合有毒物质判定标准序

号 3的属于一般毒物。 

(2)凡符合表中易燃物质和爆炸性物质标准的物质，均视为火灾、爆炸危险物质。 

4.1.2 物质危险性识别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

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一个系统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

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区域、

场所、空间、岗位、设备及其位置，称其为危险源。 

按我国目前已公布的法规、标准，危险化学品可分为八大类，即：①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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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压缩气体和天然气体；③易燃液体；④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⑤氧化剂和有机过氧物质；⑥毒害品；⑦放射性物品；⑧腐蚀品。 

联钢公司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物质主要有盐酸、亚硝酸钠、乳化液、氢氧

化钠、液氨、天然气等。其理化性质如下： 

表 4.1- 2  盐酸理化性质 

CAS 号 7647-01-0 

中文名称 盐酸 

英文名称 Chloran；Hydrochloric Acid 

别 名 氢氯酸 

分子式 HCl(aq) 外观与性状 无色至淡黄色清澈液体 

分子量 36.5 蒸汽压 \ 

熔 点 -27.32℃（247K，38%溶液 溶解性 \ 

密 度 1.18g/cm3 稳定性 
浓盐酸（质量分数约为 37%）具有

极强的挥发性 

危险标记 有腐蚀性 主要用途 

酸洗钢材，制备许多无机、有机化

合物所需的化学试剂、生产明胶及

其他食品添加剂、除水垢试剂、皮

革加工 

危险性概述 
盐酸本身和酸雾都会腐蚀人体组织，可能会不可逆地损伤呼吸器官、眼部、

皮肤和胃肠等。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可涂抹

弱碱性物质（如碱水、肥皂水等），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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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量水漱口，吞服大量生鸡蛋清或牛奶（禁止服用小苏打等药

品），就医 

泄露应急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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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小量泄漏：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清水

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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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94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5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0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89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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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  乳化液理化性质 

CAS 号 68916-43-8 

中文名称 乳化液 

别 名 冷却液、切削液 

熔 点 1.15℃  外观与性状 黄棕色透明水溶液 

危险标记 / 主要用途 

本产品在各种加工过程中起到冷

却、润滑、清洗、防锈等作用，可

有效提高 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提高金属表面光洁度 

危险性概述 
主灌胃的LD50,小白鼠为3.3g/kg, 大白鼠为3.5g/kg,豚鼠和家兔为2.2g/kg;天 竺

鼠为口服致死量（50%死亡）：8000mg/kg。 

防护措施 

本产品属弱碱性，PH值为8.0 －9.5,长时间与手接触后需将手冲洗干净，个 

别皮肤易过敏者应涂抹硼酸软膏或皮炎平等（工作前或工作后），工作期间

应常洗手或带防护手套 

 

表 4.1- 4  液氨理化性质 

CAS 号 7664-41-7 

中文名称 液氨 

别 名 无水氨 

分子式 NH3 外观与性状 无色的液体 

分子量 17 蒸汽压 882kPa(200℃) 

熔 点 -77.7℃ 密 度 0.7067g/cm3(25℃) 

危险性概述 

本品对皮肤、粘膜有刺激性，可引起肝肾功能损害，诱发肝昏迷，造成氮质

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等。健康人 应用50g 氯化铵可致重度中毒，有肝病、肾

病、慢性心脏病的患者，5g即可引起严重中毒。口服中毒引起化学性胃炎，

严重者由于血氨显著增高，诱发肝昏迷。严重中毒时造成肝、肾损害，出现

代谢性酸中毒，同时支气管分泌物大量增加。职业性接触，可引起呼吸道粘

膜的刺激和灼伤。慢性影响: 经常性接触氯化铵，可引起眼结膜及呼吸道粘

膜慢性炎症。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应用2%硼酸液或大量清水彻底冲洗。就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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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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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应急处

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隔离 15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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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通风，加速扩散。高浓度  泄漏区，喷含盐酸的雾状水中和、稀

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将残余 气或漏出

气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储罐区最好设稀酸喷洒设施。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 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表 4.1- 5 亚硝酸钠理化性质 

CAS 号 7632-00-0 

中文名称 亚硝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 nitrite 

分子式 NaNO2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淡黄色细结晶，无臭，略有

咸味，易潮解 

熔 点 271℃ 沸点：300℃ 溶解性 
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甲醇、乙

醚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2.17 分子量 69.01 

危险标记 第五类氧化剂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

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灭火

剂： 雾状水、砂土 

危险性概述 

无机氧化剂。与有机物、可燃物的混合物能燃烧和爆炸，并放出 有毒和刺激

性的氧化氮气体。与铵盐、可燃物粉末或氰化物的混合物 会爆炸。加热或遇

酸能产生剧毒的氮氧化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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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泄露应急处

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穿

防毒服。勿使泄漏物与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或金属粉 末接触。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  小量泄漏：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

中。 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表 4.1-6 氢氧化钠理化性质 

CAS 号 1310-73-2 

中文名称 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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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Sodiun hydroxide；Caustic soda 

别 名 苛性钠；烧碱；火碱；固碱 

分子式 NaOH 外观与性状 白色不透明固体，易潮解 

分子量 40.01 蒸汽压 0.13kPa(739℃) 

熔 点 318.4℃ 沸点：1390℃ 溶解性 
易溶于水、乙醇、甘油，不溶于丙

酮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2.12 稳定性 稳定 

危险标记 20(碱性腐蚀品) 主要用途 

用于肥皂工业、石油精炼、造纸、

人造丝、染色、制革、医药、有机

合成等 

危险性概述 本品对眼、呼吸道和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引起头痛、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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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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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 

灭火方法：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二氧化碳、干粉、砂

土。禁止用水 

泄露应急处

理 

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用干石灰、沙或苏打灰覆盖，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表 4.1-7 天然气理化性质 

CAS 号 8006-14-2 

中文名称 天然气 

分子式 CH4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味气体 

熔 点 沸点：-162.49℃ 溶解性 不溶于水 

密 度 相对密度(水=1) 0.45 稳定性 稳定 

危险标记 4(碱性腐蚀品)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 

危险性概述 

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空气中氧含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当

空气中甲烷达25%-30%时，可引起头痛、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呼吸和心跳加速共

济失调，若不及时脱离，可致窒息死亡。皮肤接触液化本品，可致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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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措施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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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通风 加速扩

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大量废水。如有可能 将漏出气用排

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也可以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 注意通风。漏

气容器要妥善自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4.1.3 重大危险源辨识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识别》（GB18218-2009）中的辨别方法，公司

的重大危险源识别见表 4.1-6。 

表 4.1-8 危险物质名称及临界量 

序号 物质名称 
临界量 Qi（t） 最大贮存量 qi

（t） 

qi/Qi 

1 氯化氢 2.24 2.5 0.896 

2 亚硝酸钠 0.3 -- -- 

3 乳化液 3 -- -- 

4 氢氧化钠 3 -- -- 

5 液氨 0.5 7.5 0.067 

6 天然气 0 5 0 

7 qi/Qi
 0.963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各危险物质贮存区重大危险源辨识： 

qi/Qi =0.963<1 

综上所述，联钢公司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4.1.4 环境风险因素识别 

联钢公司存在的环境风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水处理设施运行故障分析 

当废水处理站发生故障时，未处理的废水会污染周围的水体、土壤。 

导致废水处理站运行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废水处理站出现故障造成废水事故性排放； 

（2）废水输送管道破裂引起的废水泄漏； 

（3）操作不当或违反操作规程等造成废水处理站非正常运转引起事故排放。 

2、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故障分析 

废气处理系统正常运行时，可以保证废气中的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当废气

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时，会造成未处理达标的废气直接排入空气中，对环境空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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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危害员工或周围人群的人身健康。 

导致废气处理系统运行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停电造成废气处理系统停止工作，致使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 

（2）废气处理系统出现故障造成废气事故性排放； 

（3）抽风机发生故障停止抽风，将导致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增加，

危害员工的人身健康； 

（4）废气输送管道破裂引起的废气泄漏； 

（5）操作不当或违反操作规程等造成废气处理系统非正常运转引起事故排

放。 

3、危险物质储存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分析 

导致储存过程中化学品泄漏的原因主要有： 

（1）化学品在存储的过程中，包装桶可能因制造质量差、长期使用后老化、

或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破裂导致化学品泄漏； 

（2）在化学品的装卸、转运到生产车间过程中，操作人员出现操作不当致

使包装桶破裂、倾覆、跌落导致化学品泄漏； 

（3）受外因（热源、火源、雷击等）诱导时，引发化工仓内的化学品燃烧、

泄漏； 

（4）电气设备的老化、短路、超负荷、接触不良等发生电气火灾，仓库静

电引发化学品燃烧、泄漏、爆炸。 

（5）化学品未按有关储藏养护规范要求堆放，禁忌化学品混储导致化学品

泄漏、燃烧、爆炸。 

4、危险物质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在危险物质使用过程中，均可能会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出现事故造成泄漏而

排入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事件。导致使用过程中危险废物泄漏的原因主要有： 

（1）输送管道等破裂均可能造成危险物质的泄漏； 

（2）危险物质在暂存时，储罐可能因制造质量差、长期使用后老化、或在

外力作用下产生破裂导致泄漏； 

（3）在危险物质的装卸、转运、配制过程中，操作人员出现操作不当致使

包装破裂、倾覆、跌落导致危险物质泄漏； 

（4）受外因（热源、火源等）诱导时，引发危险物质燃烧、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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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人员（包括操作工、管理人员等）违章作业或麻痹大意，造成自

动控制仪表失灵导致设备不正常运作；作业人员不认真执行设备检修维护及现场

巡检等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未能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加以解决； 

（6）电气设备的老化、短路、超负荷、接触不良等发生电气火灾，车间静

电引发危险物质燃烧、泄漏； 

5、固体废物环境风险分析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产生危险废物包括废酸、废乳化液等，暂存于危废专

用仓库。危险废物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都存在泄漏风险，进而引发环境问题。 

危险废物泄漏或发生火灾等风险事故的原因主要有： 

（1）危险废物在存储的过程中，包装桶或袋可能因制造质量差、长期使用

后老化、或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破裂导致危险废物泄漏； 

（2）在危险废物的转运到危废专用仓库过程中，操作人员出现操作不当致

使包装桶或袋破裂、倾覆、跌落导致危险废物泄漏； 

（3）受外因（热源、火源、雷击等）诱导，引发危废仓库内的危险废物燃

烧、泄漏； 

（4）危废专用仓库内电气设备的老化、短路、超负荷、接触不良等发生电

气火灾，仓库静电引发危险废物燃烧、泄漏。 

（5）危险废物未按有关储藏养护规范要求堆放，禁忌物混储导致危险废物

泄漏、燃烧。 

（6）仓库内电气设备的老化、短路、超负荷、接触不良等发生电气火灾。 

4.2 源项分析 

4.2.1 事故风险的确定 

环境风险由“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两部分组成。

通过对项目风险源项的分析，采用类比法等对项目的风险源项进行定性分析，得

出项目最大的可信事故及其源项、危险化学品的泄漏时间和泄漏量，以便对项目

的风险事故的影响进行评价。 

项目事故风险中泄漏频率与事件后果之间与事件进程的事件树相关联，通过

对事件树的分析得到项目事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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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水事故性排放对水环境影响风险 

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无法正常运行，雨、污管网破裂发生泄漏事故，从而

导致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的水质造成影响。 

因此，企业需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巡查维护，排查隐患。一旦发

现废水处理设施出现异常，应迅速排查故障，确保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如果

短时间无法排除故障的，受影响的车间或工序应停止生产，防止对周围环境产生

影响。同时需要完善员工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保证出水质量和员工健康。 

（2）废气泄漏事故风险 

当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时，可能会造成大量未经处理达标的废气直接排入

大气中，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造成较大的影响，危害周围居民的人身健康。如果

抽排风机发生故障或室内排气管道发生破裂，可能导致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污染物

浓度增加，危害员工的人身健康。 

因此，企业需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巡查维护，排查隐患。一旦发

现某个废气处理设施出现异常，应迅速排查故障，确保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如果短时间无法排除故障的，受影响的车间或工序应停止生产，防止对周围大气

环境和居民产生影响。 

（3）危险物质的储存和使用过程发生泄漏事故风险 

联钢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品主要是盐酸、液氨、天然气等。这些化

学品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均可能会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出现事故造成泄

漏而排入周围环境。 

当危化品泄漏，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危害周围居民的人身健康。 

因此，为防范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联钢公司须落实化学品仓库、

车间等存在化学品的场所的预防泄漏措施，加强化学品的日常管理、巡查维护，

排查隐患，建立各种化学品风险应急计划。 

（4）危险废物储运过程发生泄漏事故风险 

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专用仓库，一般情况下，发生事故泄露的可能性

较低。假设储存这些危险废物的储存容器破损，危险废物发生泄漏，泄漏的危险

废物会经过水沟引到收集池内，再经排放管道引至应急池，故不会对地表水及地

下水造成影响。但危险废物搬运及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时，泄漏物进入土壤，可

造成土壤污染、酸碱化和富营养化，从而对地面植物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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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联钢公司须落实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的预防泄漏措施，加强日常管理、巡查

维护，排查隐患，建立危险废物风险应急计划，同时不同的危险废弃物分开存放，

并标示危险废弃物名称。 

（5）火灾爆炸事故风险 

发生火灾事故是柴油储罐的主要安全隐患，也是环境风险所在之一，其产生

的后果是严重的，包括对环境、人身财产安全的危害。火灾的发生点主要是退火

炉、蒸汽锅炉，其波及的范围很可能会蔓延至整个厂区甚至危及附近厂区。发生

爆炸时产生的环境危害主要是震荡作用、冲击波、碎片冲击和造成火灾等影响，

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停产等，而且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对周围大气环境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散发出的热辐射，如果热辐射非常高可能引起其它易燃物质起

火，此外，热辐射也会使有机体燃烧。 

通过提高装置的本质安全度，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后，可使火灾、爆炸危险性

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某设备或装置发生火灾、爆炸，很可能会造成“多

米诺效应”，发生连锁事故、造成事故蔓延，因此，企业要强化管理、措施到位，

要防微杜渐。 

4.2.2 最大可信事故分析 

最大可信事故是具有一定发生概率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事故。根据公司使

用的化工原料有酸碱等化学品，因此，一旦发生泄漏、火灾等事故，就会使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受到污染。另外，由于厂区内生产废气处理系统和生产废水处

理系统因故障、管道破裂，发生废水（气）泄漏，导致附近水质或空气受到污染

等。 

根据对公司的实际情况调查，本公司最大可信事故是生产废水事故性排放，

最大可信事故原因是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发生故障、管道破裂。 

4.2.3 事故的次生/伴生事故环境影响分析 

（1）消防废水、漏出危险物质对水体的影响 

一旦易燃可燃性物质及化学品泄漏出现火情，灭火时产生的消防废水会携带

部分化学品物质，并可能进入雨水管网，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地收集和处置将会

通过雨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因此，事故发生后产生的消防废水和漏出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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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是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伴生/次生污染，必须对其提出相应的削减和防范

措施。 

（2）事故发生所泄漏危险物质对土壤的影响 

储罐、车间等地点发生危险物质泄漏事故后，泄漏的危险物质若不能及时有

效处理，泄漏危险物质流入泄漏地点附近地表，可能渗入地下，污染泄漏地点附

近地表土壤，因此，必须对泄漏的危险物质进行及时有效的收集处置。 

4.2.4 周边环境风险源分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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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要明确公司周围半径 5 千米范围内的大气和水体保护目标。详见下表。 

表 4.2-1 公司风险评价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敏感点名称 性质 
敏感点描

述（人） 
影响因素 

方位及距

离(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江村 居住 13488 大气 南 2200 村委会 0757-87388261 

乐平村 居住 12263 大气 西北 1400 居委会 0757-28861212 

横岗 居住 2314 大气 西南 2800 村委会 0757-85500966 

源潭村 居住 4295 大气 西北 4650 村委会 0757-87388941 

汀圃村 居住 1543 大气 西南 4700 村委会 0757-85806066 

象岭村 居住 1284 大气 东南 3900 村委会 0757-85896161 

南浦村 居住 1367 大气 东南 3400 村委会 0757-85896161 

华布村 居住 4216 大气 北 1100 村委会 0757-87388794 

海洲 居住 2417 大气 东南 2100 村委会 0757-87388471 

沙塘 居住 2517 大气 西南 2700 村委会 0757-87388261 

古灶 居住 1275 大气 南 2400 村委会 0757-82207869 

田东 居住 1753 大气 西南 3600 村委会 0757-7388581 

小迳 居住 1432 大气 西 4500 村委会 0757-87652808 

贤寮 居住 1646 大气 南 3800 村委会 13702964098 

石澎村 居住 1565 大气 东南 4000 村委会 0757-85802205 

三溪村 居住 2538 大气 西南 4300 村委会 0757-87388540 

新村 居住 1527 大气 北 3700 村委会 0757-87388435 

下新村 居住 1386 大气 东南 4900 村委会 0757-85862617 

大旗头古村 景点 -- 大气 北 3300 村委会 0757-87380202 

华盛·圆坊都

荟 
居住 

2000 
大气 西北 165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92688 

雍翠新城 居住 
2300 

大气 西北 190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653208 

融创熙园 居住 
1900 

大气 西南 184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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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名称 性质 
敏感点描

述（人） 
影响因素 

方位及距

离(米)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锦益华庭 居住 
1700 

大气 西北 880 
物业服务

中心 
0757-87382818 

乐平中学 学校 
1000 

大气 西北 12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324 

乐平镇中心

小学 
学校 

400 
大气 西北 1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0231 

三江小学 学校 
300 

大气 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546 

佛山市三水

区海佳文武

学校 

学校 

900 

大气 东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4189 

小星星英语

实验幼儿园 
学校 

100 
大气 西北 15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93383 

时代幼儿园 学校 
90 

大气 西南 20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93968 

 

海佳幼儿园 学校 
90 

大气 南 18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5247 

乐平镇中心

幼儿园 
学校 

110 
大气 西北 1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763 

贤寮幼儿园 学校 
100 

大气 南 3800 
学校办公

室 
13702993198 

米布幼儿园 学校 
80 

大气 东北 3300 
学校办公

室 
0750-87381350 

三溪小校 学校 
350 

大气 西南 4700 
学校办公

室 
0757-87388404 

三江学校 学校 
400 

大气 南 2100 
学校办公

室 
13709607354 

佛山职业技

术学院 
学校 

3000 
大气 西南 4900 

学校办公

室 
0750-87263138 

芦苞涌 小河 -- 水体 东 480 -- -- 

西南涌 小河 -- 水体 南 2700 -- -- 

联钢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工业园中油大道 6号，厂区东面为

华凯鞋材有限公司，南面隔中油大道与盈润制盖容器有限公司、恒洁卫浴有限公

司、千蕙床褥有限公司相望，西面为禅星特变压器有限公司，北面为空地和乐平

涌，厂区周边无人口密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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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与预警机制 

5.1 预防 

做好预防可以减少或避免一切事故的发生，因此，为减少或避免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企业做足预防很关键。在此，联钢公司不仅要做好自然性的灾害预防，

还要做好化学品、废水泄漏和火灾等主要的预防工作。 

5.1.1 自然灾害预防 

厂区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台风影响，其防范措施见下表 5.1-1。 

表 5.1-1 自然灾害防范措施 

自然灾害类别 风险程度 防范措施 处理措施 

台风 高度 
做好应急准备和物

资准备 

防台预案、应急物资储备、提前预

防、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 

5.1.2 厂区布置和建筑安全预防 

（1）厂区布置 

在厂区布置方面，公司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要求，所有建、构筑物之间或与其

它场所之间留有足够的防火间距，防止在火灾或爆炸时相互影响；严格按工艺处

理物料特性，对厂区进行危险区划分。 

（2）建筑安全防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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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置区设置救护箱。工作

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5.1.3 危险物质、危险废物储存防范措施 

①贮存仓库配备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库房及场所设有专人管理，管理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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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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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剂短缺等，及时进行处理。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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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操作人员要轻拿轻放。 

④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泄漏或渗漏的包装容器要迅速移至安全区域。 

⑤对仓库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熟悉储存物品的分类、性质、保管业务知识和

安全知识，掌握设备维护保养方法，并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⑥配置沙土箱和适当的空容器、工具，以便发生泄漏时收集溢出的物料。 

⑦加强车辆管理，车辆进出仓库应严格限速，并划定路线，避免发生意外事

故。 

⑧在仓库、车间等显眼的地方做好危险化学品的标识，应急物资、防范措施

标示。 

⑨设置两个盐酸储罐，一用一备，两个盐酸储罐相连，当一个发生泄漏时，

可降盐酸抽至另一个储罐。 

5.1.4 废水事故排放预防 

为预防废水出现超标超量现象的发生，公司建立了健全废水处理站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操作人员认真地按照管理制度和规程去操作； 

生产部也加强了设备管理，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已损坏的环保设备；做好预

防发生事故的准备。 

公司设 1 个生产废水排放口，设有 1 个雨水排放口，需在雨水排放口处设置

截止阀或准备沙包，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将雨水排放口堵住，废水不会外排到外

环境。 

5.1.5 废气事故排放的防范措施 

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有良好的治理对策和措施，从技术上分析是可行

的。但由于某些意外情况或管理不善也会出现事故排放，如废气处理设施抽风设

施发生故障，则会造成车间的污染物无法及时抽出车间，进而影响车间的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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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健康；如果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会造成工艺废气直排入环境中而污染周

边大气环境；在现实许多企业由于设备长期运行失效而出现环保事故排放可以说

是屡见不鲜。故企业应认真做好设备的保养，定期维护、保修工作，使废气处理

设施达到预期效果。为确保不发生事故性废气排放，公司采取一定的事故性防范

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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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置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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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员工培训，防止员工操作失误导致废气直接排放； 

（4）定期检查各种设备的运行情况和管道的密封性，尤其应当注意对接口

的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除漏气风险。 

5.1.6 危险物质泄漏预防 

厂区内危险废物的存贮必须按照相关环保要求切实做到固废“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处理处置。危险废物须由有资质单位妥善处理处置，严格执行危险

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外协处置应加强对运输过程及处置单位的跟踪检查。厂区内

危险废物的贮存必须符合国家《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的要求。废水管网等危险废物承载装置应采取防腐防渗措施，污水处理装置地面

须作防渗漏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1）一旦发生泄漏，立刻堵住泄漏处，同时用沙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地面

外溢危险物质。 

（2）一旦发生泄漏，泄漏物质可通过应急管道进入专用事故池收集。 

（3）泄漏控制后及时清理地面以及防泄漏沟，残留危险物质采用中和、清

洗剂清洗等方法以消除泄漏点残留毒性。 

（4）配套建设的排水口已设置阀门，发生泄漏时立即关闭，截断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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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厂外排水系统，切断危险物质进入环境的途径，从而杜绝泄漏时事故排放的污

染物排出厂区，对外环境造成影响。 

（5）各类危险物质要分类放置，同时标示每一种危险物质，同时完善危险

物质的管理制度，做好危险物质台账，如：用量、去向、经手人、储存位置等。 

5.1.7 火灾预防 

火灾的预防特别是天然气等化学品的预防至关重要，对此，公司做到以下预

防工作： 

定期检查电线电缆，及时发现和修复损坏的电线电缆；定期检查消防设备设

施，保证设备设施可正常使用； 

加强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危险化学物品须存放在通风阴凉点，

明火的距离不小于 10 米； 

现场设置安全通道，消防通道不得堵塞，消防泵可随时开机使用； 

定期检修天然气管道，发泄泄露要及时处理 

容易发生火灾的场所要加强管理，设置灭火器，防止由于火灾导致的突发环

境事故的发生。 

5.1.8 事故应急池的设置 

根据中石化《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计导则》要求，事故储存设施总有效

容积为： 

V 总＝（V1+V2-V3）max+V4+V5 

式中：V1——收集系统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个罐组或一套装置的物料量，罐

组按一个最大储罐计，m3； 

V2——发生事故的储罐或装置的消防水量，m3； 

V3——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m3； 

V4——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m
3
。 

V5——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m3。 

表 5.1-2  事故应急池容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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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数 符号 

取值

（m3） 
备注 

1 
发生事故的一个罐组或一套

装置的物料量 
V1 10 按单个最大罐算 

2 
发生事故的储罐或装置的消

防水量 
V2 54 

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计算 

3 
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

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 
V3 0 保守考虑，取 0 

4 
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

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 
V4 8.33 按 1h 废水产生量计 

5 
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

系统的降雨量 
V5 23.96 

V5=10qF  

q——降雨强度，mm；按平均日降雨

量； 

q=qa/n  

qa——年平均降雨量，mm，取

1733.4mm； 

n——年平均降雨日数，取 185.2d。 

F——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

水汇水面积，ha，取 0.146ha； 

6 事故储存设施总有效容积 V 总 96.29  

 事故应急池容积 V 实 180  

V 实>V 总，设置的事故应急池容积满足项目事故处理要求 

由表 5.1-2 知，现有项目事故应急池容积 180m3，满足公式计算得事故储存

设施要求总有效容积 96.29m3要求。 

发生消防事故时，关闭雨水管道，厂房消防废水由集水明渠进入事故应急池；

消防事故后，消防废水由泵输送至厂区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标后排放，确保消

防废水不外流。因各种突发原因可能导致污水处理站发生故障，使污水处理效率

降低甚至失效。若废水站发生事故，值班员应立即切换管道，废水进入事故应急

池。同时上报通知企业领导协调生产部门立即停止生产，关闭车间排放口，并排

查原因进行紧急检修，发生事故时总应急反应时间控制在 30min以内。 

5.2 预警 

公司根据应急工作需要，通过建立预警机制，健全应急处置和应急响应工作

程序，完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提高应急管理能力。 

5.2.1 预警的条件 

若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证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由应急指

挥部确定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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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预警的分级 

根据事故造成的环境危害将预警级别分为三级： 

Ⅰ级预警：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

毒有害物品发生大量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 人以上受伤或者人员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超出了公司处理范

围，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厂区发生大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上受伤，甚至死

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附近人员的； 

④危险物质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程中发生泄漏，

导致周边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⑤污水出现大量超标超量排放，公司内部无法阻止污水排放，导致公司周边

水体、突然受到影响的。 

Ⅱ级预警：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

毒有害物品发生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下受伤，但无人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厂区内部控

制范围内，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厂区发生中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下受伤，但无人

死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员工的； 

④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程中

发生泄漏，导致公司范围内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⑤污水出现较大超标超量排放，导致公司范围内水体、突然受到影响的。 

Ⅲ级预警：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①在车间范围内发生化学品、危险废弃物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泄漏，导致环

境污染，但无人受伤、死亡的； 

②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车间内部控

制范围内，短时间内能够处理好，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③车间内发生小型火灾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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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污水发生少量的超标超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但是车间内部能够解决。 

5.2.3 预报和预测 

针对获悉可能发生的环境突发事件，开展风险分析，完善预测预警系统，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公司各职能单位应通过以下途径，获取预报信息： 

（1）经风险评估得出的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2）各单位上报的预警信息； 

（3）通过政府新闻媒体公布的预警信息； 

（4）上级主管单位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告知的预报信息； 

（5）向环保局及周边企业等告知的预报信息。 

联钢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应组织相关单位和专业人员，根据预报信息分析、

判断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做出相关预警响应措施。 

5.2.4 预警响应措施 

在确认进入预警状态之后，根据预警相应级别，应急指挥部按照相关程序可

采取以下行动： 

（1）立即启动相应事件的应急预案。 

（2）按照环境污染事故发布预警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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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安置。 

（4）指令各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环境监测人员立即开展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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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5.2.5 预警程序 

预警程序由接获信息、发布预警、预警行动、预警解除共四部分组成： 

（1）办公室接获发生事故的信息。 



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2 
 

（2）根据事故的类型和级别由应急机构的指挥部发出预警指令。 

（3）各应急机构行动组按发布的预警信息相应行动。 

（4）事故得到控制，危险解除后，预警解除。 

5.2.6 报警程序 

厂区主要的报警联系电话见附件。事故或险情发生后，第一发现者应尽快向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值班室(设在控制室内)、应急消防组或医疗救护组报警，同时

向当天负责生产的值班经理报告事故情况。报警方式包括： 

①启动事故现场最近的火灾报警按钮，通知中心控制室； 

②拨打消防通讯值班室电话，通知消防通讯值班室； 

③拨打医疗救助电话，通知医疗救护组，有需要是直接拨打 120。 

应急消防组或医疗救护组接到报警后应当快速做出准备响应，同时报告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值班室。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结合事故现场情况报告和安全

监控系统反映的情况，向厂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事故情况。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根据事故决定启动应急抢险预案。 

若厂区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直接联系佛山市应急管

理办公室、佛山市环境保护局、三水区应急管理办公室、三水区公安消防大队、

三水区安全生产应急办公室、三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员局、三水区人民医院、

供电局、供水公司报警，请求信息和技术支援。 

整个事故报警与处理程序，见图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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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报警与响应流程图 

5.2.7 报警内容 

报警人员报警过程中，应注意提供以下内容： 

①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周围情况； 

事故现场 

向应急领导小组报

 

根据情况判断是否

启动本预案 

启动预案 

信息反馈 

成立现场指挥部 

信息网络开通 

应急资源调配 

救援行动 申请增援 

人员救助 

应急抢险 

警戒和交通管制 

控制事态 

医疗救护 

人员疏散 

现场监测 

专家支持 

后期处置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结束应急救援行

动，关闭预案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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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引发事故的物质名称、数量及存在状态； 

③事故现场情况描述； 

④事故初步原因； 

⑤事故性质：包括物质泄漏扩散、火灾、爆炸、人员受伤等； 

⑥报警人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等。 

5.3 预警发布及解除程序 

当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影响到企业内部员工，严重的甚至波及周边地区，对公

众和环境可能造成威胁，需以警报或公告形式告之。由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发布预

警。 

通过平日的事故应急演练，让员工、民众了解警报系统启动的条件、警报级

别的不同含义。 

险情排除后，Ⅰ级预警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进行预警解除，Ⅱ、Ⅲ级预

警由公司应急指挥部宣布预警解除。 

5.4 预警事件信息报告 

1、信息通报 

由信息联络组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统一发布工作，及时发布准确、权威

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信息上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Ⅰ级预警以上事件必须在 30 分钟内上报，Ⅱ级预警

事件应在 2小时内上报。 

向三水区环保局报告，并立即组织进行现场调查。事故现场负责人应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按照现场处置方案立即开展自救，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 

3、事件报告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三类，详见表 5.4-1。 

表 5.4-1  预警事件报告内容 

报告分级 报告形式 报告内容 报告时间 

初报 
可用电话

直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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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事件后，Ⅰ级预警应

在 30 分钟内上报，Ⅱ级

预警在 2 小时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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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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

随时上报。 

处理结果

报告 

采用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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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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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响应 

6.1 应急预案启动条件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保部令第 17号，2011年 5 月 1日）

的分级方法，再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将广东联钢薄板有限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响应分为Ⅲ级、Ⅱ级和Ⅰ级级应急响应。 

6.1.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在车间范围内发生化学品、危险废弃物及其它有毒有害物品泄漏，导

致环境污染，但无人受伤、死亡的； 

（2）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车间内

部控制范围内，短时间内能够处理好，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3）车间内发生小型火灾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4）污水发生少量泄漏，导致环境污染，但是车间内部能够解决。 

（5）应企业应急指挥部要求启动的。 

6.1.2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

它有毒有害物品发生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 人以下受伤，但无人死亡的； 

（2）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仍在厂区内

部控制范围内，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3）厂区发生中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 人以下受伤，但

无人死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员工的； 

（4）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

程中发生泄漏，导致公司范围内大气、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5）污水出现较大泄漏，导致公司范围内水体、突然受到影响的。 

（6）应企业应急指挥部要求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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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因储存过程中容器破裂或生产设备破裂而使化学品、危险废弃物或其

它有毒有害物品发生大量泄漏，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人以上受伤或者人员死亡

的； 

（2）因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超出了公司处

理范围，需要停产处理的，而需疏散、转移车间员工的； 

（3）厂区发生大型火灾、爆炸事故导致环境污染，造成 5 人以上受伤，甚

至死亡的，且需疏散、转移公司附近人员的； 

（4）危险物质或其它有毒有害物品在厂区范围内运输、装卸过程中发生泄

漏，导致周边大气、水体、土壤受到影响的； 

（5）废水出现大量泄漏，公司内部无法阻止污水排放，导致公司周边水体、

突然受到影响的； 

（6）应环保部门要求启动的。 

6.2 信息报告 

6.2.1 内部信息报警 

（1）报警的目的： 

①警告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的人群； 

②动员应急人员； 

③提醒有关人员采取应急响应行动和防范措施。 

（2）报警的方式： 

①可采用大声呼救； 

②采用电话（包括手机）直接拨打 119或 120； 

③启动现场手动报警装置； 

④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报告。 

（3）事故信息接收和通报程序： 

①工作时间内，第一发现人发现环境污染事件后，应立即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然后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报告。 

②非工作时间内发生事故，第一发现人应立即向保安值班室报告，值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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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后，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类型、污染强度和污染事故可能的危害向

应急指挥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报告。 

6.2.2 向外部应急/救援力量报告 

当事件达到Ⅰ级预警响应状态时，应当向三水区环保局请求支援。 

向外部报告的内容包含： 

①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②发生事件的单位名称和地址； 

③事件发生时间或预期持续时间； 

④事件类型； 

⑤主要污染物和数量； 

⑥当前状况，如污染物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是否会影响相邻单位及可能

的程度； 

⑦伤亡情况； 

⑧需要采取何种应急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建议。 

6.2.3 向邻近单位及人员发出警报 

如事件可能影响到邻近单位或人群，应当及时向周边邻近单位、社区、受影

响区域人群发出警报信息。 

6.2.4 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向三水区环保局报送环境应急信息，分为三个阶段，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

报告，详细的响应程序见表 6.2-1。 

表 6.2-1  响应程序报告内容 

报告阶段 报告形式 报告内容 报告时间 

第一阶

段：初报 

通过电话或

传真直接报

告 

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

初步原因、主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

况、初步判定的污染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事

件潜在危害程度等初步情况。 

在发现或得

知突发环境

事件后 30

分钟内 

第二阶

段：续报 

通过网络或

书面随时上

报（可一次

或多次报

在初报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确切数

据、事件原因、污染影响范围和严重度、处置

过程、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效果等基本情况，必

要时配发数码照片或摄像资料。 

在查清有关

基本情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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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阶段 报告形式 报告内容 报告时间 

告） 

第三阶

段：处理

结果报告 

以书面方式

报告 

在初报、续报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安全

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

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突

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突发环境安

全事件处理

完毕后 

6.3 先期处置 

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时： 

（1）第一发现者确认事件发生后，首先立即警告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的人

群（如操作人员），同时报告所在部门负责人。必要时（例如事件明显威胁人身

安全），立即启动撤离信号报警装置。其次，如果可行，应控制事件源以防止事

件恶化。 

（2）事件所在部门负责人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做出初始评估（如

事件性质，准确的事件源，危险物品的泄漏程度，事件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

成的危害等），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建议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如果需要外界救援，则应当向应急指挥部提出建议。 

（3）应急指挥部接到报警后，应当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启动相应的工作。 

6.4 现场应急处置 

6.4.1 应急处置原则 

（1）首先停止生产或调整生产工艺，解决源头问题，减少生产装置或罐区

污染源物料的泄漏、跑损量。 

（2）其次分析污染物可能造成对外环境的污染途径，采取应急措施，将物

料收集后合理转移，减少向外环境的跑损量；及时切断，分流无污染的水流，减

少事故产生的污水量。通过源头控制、围堰、围拦和封堵等措施减少，减缓污染

物外排数量和速度，及时将污染物排入应急池，减少污染事件影响区域和范围。 

（3）最后，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科学方法处置。消除和减少污染环境影响。

污染物处理后加强 24 小时监管，减少次生灾害的产生，落实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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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应急处理程序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事故发生单位应立即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及时

报告应急指挥部，报告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主

要污染物质等，应急指挥部立即派遣事故调查组对报告内容进行核实，并将核实

过的事故信息上报三水区环境保护局。公司应急指挥部根据发生环境事件级别启

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如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级别时，事故现场应急指挥工作交

由三水区环境保护局或三水区人民政府应急办公室，企业应急指挥部协助工作；

如启动Ⅱ、Ⅲ级应急响应级别时，则由企业应急指挥部全权负责应急指挥工作。 

6.4.3 火灾爆炸次生环境污染事故现场处置 

6.4.3.1 火情应急处置程序 

（1）事故报警程序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当班班长，班长接到事故报告

后，应立即报告生产部当班调度、本单位负责人，进行现场小型火灾事故救援；

若为中型、大型火灾及爆炸事故时，由当天当班班长将事故信息上报公司应急救

援指挥部和相关部门，应同时拨打 120、119报警求救。 

（2）应急措施启动程序 

事故发生后，应迅速将事故信息报告现场处置指挥小组，现场处置指挥小组

接到报警后；各成员接到报警后，应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对警情做出判断，确定

是否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后，应急响应程序要及时启动。 

（3）扩大应急程序 

事故超出现场处置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经现场应急指挥小组组长同

意，立即向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请示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队

伍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侦查、分析、评估，制定救援方案，各

应急人员按照方案有序开展人员救助、工程抢险等有关应急救援工作。 

6.4.3.2 应急处置措施 

（1）环境应急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向事发部门或消防部门了解火灾、爆炸

事件的基本概况，包括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名称、企业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最终

产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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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可能的污染物及其排放途径； 

（3）若有可能形成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火灾时，应立即疏散附近人群，救

援人员佩戴隔绝式氧气呼吸器或采取其他措施，以防中毒，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

场后，听从指挥积极配合专业消防人员完成灭火任务。 

6.4.3.3 消防过程产生的次生水污染分析及处置方法 

消防废水不经收集四处漫流进入市政雨水管网及地下水。从而影响其水质，

影响使用功能，并对水生生物带来很大影响。故需采取以下处置方法： 

（1）发生消防灾害后，应急消防组立即赶赴雨水排放口关闭雨水排放阀或

用沙包在雨水管道排放口拦截废水或危险废物； 

（2）消防废水能够通过管道自流进入应急池，暂存起来，等事故处理后再

进行处理，不会外流至周边地表水体。 

（3）组织监测力量对水体进行跟踪监测，确定监测位置、监测因子、监测

频次，特别注意对附近环境敏感水体的水质监测，随时掌握环境污染情况。 

6.4.3.4 注意事项 

（1）不准盲目灭火，防止引发再次爆炸。 

（2）冷却严禁向火焰喷射口射水，防止燃烧加剧。 

（3）使用消防带时，不能扭曲，以免喷水量不够和损害消防水带；同时枪

口不能对准人员，以免造成伤害； 

（4）使用灭火器时，应把用后的灭火器带出现场，以防造成阻碍，同时注

意不要把未使用的灭火器靠近热源，以免发生爆炸； 

（5）在没有确认断电前，严禁用导电的灭火剂进行灭火。 

（6）同时根据不同的火灾地点采用不同的灭火方式，灭火前必须清楚了解

火灾地点和里面存放的物料。 

6.4.4 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处置 

6.4.4.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程序见图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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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泄漏 

关闭相关阀门 

报告本组组长 

现场确认并采取措施 

报告应急小组组长 

疏散员工 紧急停车 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扩大 
 

图 6.4.1 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6.4.4.2 现场处置措施 

泄漏处理包括泄漏源控制及泄漏物处理两大部分。 

1、泄漏源控制： 

（1）停止一切操作，关闭相关阀门； 

（2）管道发生泄漏，应及时关闭供应阀； 

（3）包装桶发生泄漏后，将泄漏口朝上，将桶内液体转移到其他空桶内，

并上盖； 

（4）盛装液体介质的容器或包装泄漏时，应采取堵塞和修补裂口措施止漏； 

2、泄漏物处理 

（1）引流：对于四处蔓延扩散的液体，通过围堰拦堵方式，再经应急管道

将泄漏的液体引流到应急池； 

（2）覆盖、吸收：对于泄漏量不大的液体，可采用消防沙覆盖吸收泄漏的

液体； 

（3）废弃物处理：在应急救援过后，所产生的液体废弃物，转由专业公司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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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3 注意事项 

（1）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2）设置现场警戒线，严禁非相关人员进入现场； 

（3）救护人员应处于泄漏源的上风侧，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4）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 

（5）危险化学品泄漏时，除受过特别应急训练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均不

得尝试处理泄漏物； 

（6）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空间。 

（7）物资、装备的配置与综合预案相同。 

6.4.5 废水泄漏事故现场处置 

1、若废水发生泄漏，企业采取以下现场处置措施： 

（1）关闭废水通往厂外的所有排水管线或明沟阀门，以防污染物排入外环

境； 

（2）选择适当位置在一处或多处拦截外溢的废水，用泵、容器、吸附材料

或人工等方法将废水引至事故应急水池； 

（3）组织监测力量对水体进行跟踪监测，确定监测位置、监测因子、监测

频次，特别注意对附近环境敏感水体的水质监测，随时掌握环境污染情况。 

2、企业应通知应急保障组对泄漏源进行修补后排除故障。 

3、当班人员发现废水泄漏，立即关闭紧急安全阀门，接通应急池管道，让

废水自流进应急池，同时关闭车间出水口，不让废水继续流进废水处理池，并及

时通知应急指挥部。现场处置组到达现场后立即组织人员查明废水泄漏源头，采

取相应的措施，是否要请求外部援助或是否要进行限产，并将情况报知现场应急

总指挥。现场总指挥根据得知的情况，决定是否要限产或停产，必要时向佛山市

三水区环保局上报请求援助。 

6.4.6 突发废气超标排放现场处置 

6.4.6.1 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 

1、应急处置程序 

设备发生故障时，首先查找故障原因，个人能解决应马上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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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废气处理设施有异常气味、或居民投诉、车间部分员工身体异常，无法正

常作业时，通知生产车间，采取应急措施如图 6.4.2： 

 

关闭废气塔电闸 

事故原因排查 

人员疏散（1.由对外信息联络组通知下风

向户外作业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2.现场

工作人员自身防护） 

停止产生废气的工艺生产 

应急监测 

 

图 6.4.2 应急措施流程图 

6.4.6.2 救护人员及受影响人群应急防护注意事项 

（1）受影响区域人群疏散方式：当环境事故发生后严重影响到了厂内以及

受保护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应当组织人员疏散。 

（2）交通疏导：发生严重大气污染事故时，应急指挥中心应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汇报事故情况，安排好交通封锁和疏通。 

（3）应急监测：如产生挥发性气体物质的大气污染，没有自身监测能力时，

应急监测组负责联络环境监测站并配合监测站的工作。 

6.4.6.3 扩大应急的措施 

一旦出现险情扩大至 I 级响应状态，公司须在第一时间内向政府有关部门、

上级管理部门或其他外部救援力量报警，请求支援；并采取先期应急措施，外部

救援力量到达现场后，积极配合和服从上级政府部门的应急指挥系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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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事故现场人员清点、撤离的方式、方法及地点 

6.5.1 事故现场人员清点、撤离方式和方法 

总指挥根据现场情况决定紧急疏散，由各班长负责，根据风向和事故情况迅

速将警戒区内及污染区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有序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人

员伤亡。紧急疏散时注意以下几点： 

（1）疏散前要清点人数，各车间由当班班长负责组织； 

（2）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

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3）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4）如事故物质有毒时，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

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5）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或着火区； 

（6）为使疏散工作顺利进行，每个车间至少应有两个畅通无阻的紧急出口，

并设明显标志； 

（7）撤离警报发出后，门卫将所有大门打开到最大，指挥公司人员和车辆

单向离开，并禁止再次入内，同时指挥外部救援队伍有序进入现场； 

（8）撤离警报发出后，班上岗位员工按紧急停车操作规程关闭所有运转设

备和电器，并到指定地点集合，发现有人受伤时，应先判断环境的安全性再进行

救助； 

（9）在集合点召集人员，并确定到达集合区域人员的名单，没有到达集合

区人员的名单上报给总指挥，由总指挥决定是否启动搜索和营救； 

（10）根据总指挥的决定，检查疏散人员中受伤、中毒等情况，对受伤、中

毒人员进行救治； 

（11）如果人员查点后，确有人失踪，要尽力寻找，搜寻和营救小组可根据

应急反应程序实施搜寻和营救； 

（12）全体人员撤离到指定集合点停留，要服从指挥，直到警报解除。 

6.5.2 人员撤离路线 

在接到撤离疏散指令的人员，可参考（见附图 5）中沿箭头指示的路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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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撤离、紧急疏散，在办公室前集结清点人数后，再疏散到厂大门或侧门外。

在特殊紧急状态下可直接撤离疏散到厂大门或侧门外，再集合 

清点人数。也可先撤离到应急撤离点（预留空地）等空旷地带，在应急撤离

点集结，清点人员，并向指挥部汇报。在撤离时不要慌张，要保持冷静，根据实

际情况作出正确选择。 

6.5.3 危险区的判断及事故现场的隔离 

1、危险区的判定 

将空气中有毒气体的含量超标严重的地区设定为危险区；安全区设在事故点

上风向。事故危险区由应急指挥部下属的安全警戒组负责组织在相关路口进行警

戒，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危险区，同时负责事故现场周围区域的隔离和交通疏导。 

2、事故现场的隔离 

事故现场隔离区的划定方式： 

（1）事故中心区域：以事故现场中心点 0~50 米的区域。此区域内危险化学

品浓度高，并且可能伴有爆炸、火灾、建筑物及设施损坏、人员中毒等事故再次

发生的可能。 

（2）事故波及区域：事故现场中心点向 50~500 米的区域。该区域空气中危

险化学品浓度比较高，作用时间比较长，有可能发生人员或物品的伤害或损坏。 

（3）受影响区域：事故现场中心点向外 500~1000 米以内的区域，该区域有

可能受中心区域和波及区域扩散来的小剂量危险化学品的危害。 

（4）对于重大、特大事故要根据事故的特性来划分波及区域确定。 

（5）厂区内的道路进行全部隔离，只允许应急救援车辆的通行。厂区外公

路进行封闭。根据污染物特性，确定处理方法，迅速切断污染源，控制事故扩大。 

6.5.4 现场应急人员在撤离前、后的报告 

现场应急人员在实施完抢救任务，现场无出现意外情况。无需再进行救援时

要进行撤离，撤离前要向应急指挥部报告（撤离原因、撤离人员），安全撤离后，

也要向指挥部报告撤离人员、撤离地点。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听从现场指挥部指挥，得到撤离命令立即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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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应急监测 

6.6.1 现场应急监测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后，受影响区域的连续环境监测工作，交由三水区环境监

测站进行，公司应急监测组协助三水区环境监测站的监测工作。在三水区环境保

护监测站未到达事故现场之前，监测组要先对污染物的成分，污染区域范围做初

步的了解，并对监测布点的可能性做出初步的判断，协助三水区环境监测站现场

监测人员及时对事故影响边界进行大气、水体、土壤的监测，确定危险物质的浓

度、成分及流量，处置过程中要及时提供上述监测数据。 

具体监测方案详见表 6.6-1。 

表 6.6-1   风险应急监测方案 

事项 监测点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监测单位 

地表水

环境监

测 

雨水排放口 

pH 值、SS、

CODCr、BOD5

等 

事故发生后前 3h，对雨水排

放口每 0.5h 监测一次，其后

1h 一次 

三水区环境

监测站 

大气环

境监测 

事故源中心半径

2.5km 范围内。

视事故程度可适

当增加。 

SO2、NO2、CO

等 

发生事故后，在厂内、厂外

100 米、200 米各设置 3~4

个监测点，每 0.5h 监测一

次，再视处理情况设置监测

频次至达标可外排止 

三水区环境

监测站 

受影响区域监测达标后，环境监测人员将监测报告结果通报应急指挥部，由

应急指挥部决定是否解除该区域的应急状态。 

应急监测组应根据总指挥的命令，立即对事故现场的贮罐、危险化学品的输

送管道、循环管道等，特别是带压运行的设备进行监控，以确定现场污染物排放

情况，确定疏散和警戒范围。监测人员必须有两个以上方能进入事故现场，同时

必须配备个人防护用品或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监测结果要及时准确地报告

总指挥。 

6.6.2 监测依据 

监测人员须严格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大

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的要求和《环境应急响应实

用手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与处理技术》规定进行采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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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监测程序 

（1）接到应急监测任务后，立即进行现场调查，确定应急监测方法； 

（2）准备监测器材、试剂及防护用品，同时做好实验室分析准备； 

（3）实施现场监测和污染控制建议； 

（4）实行跟踪监测，及时报告监测结果； 

（5）进行综合分析，编写总体报告上报。 

6.6.4 监测内容 

（1）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件发生地的水文、气象和地

域特点，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在此范围内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事件发生

初期，根据事件发生地的监测能力和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按照尽量多的原则进

行监测，并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的变化趋势适当调查监测频次和监

测点位； 

（2）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

和讨论等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废水具体的监测内容见表 6.6-2。 

表 6.6-2 废水具体的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检测设备 最低检出限 

pH 玻璃电极法 GB6920-86 
酸度计、玻璃电极与甘汞电

极 
0.01 无量纲 

BOD5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恒温培养箱、溶解氧测定

仪、溶氧瓶等 
0.5mg/L 

COD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399-2007 
COD 快速测定仪光度计 3mg/L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计法 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计 0.025mg/L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89 过滤器、滤膜、真空泵 4.0mg/L 

大气具体的应急监测内容见表 6.6-3。 

表 6.6-3 大气具体的应急监测内容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检测设备 最低检出限 

SO2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

法 HJ 482-2009 

分光光度计、比色管、多孔玻

板吸收管 
0.007 mg/m3 

NO2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分光光度计、氧化瓶、吸收瓶 0.005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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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2009 

CO 非分散红外法 
红外分析仪、记录仪、流量

计、采气袋 
0.3mg/m3 

HCl 
硫氰酸汞风光光度法 HJ 27-

1999 
可见分光光度计 0.9mg/m3 

6.7 指挥与协调 

（1）应急处置行动必须坚持统一指挥的原则。 

（2）现场总指挥担当处置调度和协调各方力量的责任。总指挥不在时由副

总指挥负责指挥，副总指挥不在时由现场总值班负责指挥。 

（3）各应急组织机构组长为第一负责人，组员配合组长行动。 

（4）所有参与应急指挥、协调活动的负责人的姓名、部门、职务和联系电

话见应急救援小组。 

6.8 信息发布 

（1）根据事件发生时所采取的处置状况，由对外信息联络组向三水区环保

局报告，并按程序向媒体发布信息。 

（2）信息联络组是对外发布事故和应急信息的唯一部门，其他任何部门和

个人不得透漏相关信息。 

（3）信息联络组应当遵循“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严禁慎重、经过批准”

的原则。 

（4）信息发布内容包括： 

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间、单元、事故装置、泄漏物质、泄漏量和污染区域； 

②人员中毒、伤亡情况； 

③事故简要情况； 

④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6.9 应急终止 

6.9.1 应急终止的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发现场人员和遇险对象已脱离险境； 

（2）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污染或危险已经解除，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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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已经消除； 

（3）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4）现场指挥部和专家评估认定应急救援结束。 

6.9.2 应急终止的程序 

由现场指挥部向应急指挥中心提出结束应急行动申请，应急指挥中心组织专

家进行现场评估确认后由公司总指挥宣告结束应急行动。 

6.10 安全防护 

6.10.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发生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泄漏或火灾、爆炸时，应急人员必须按照相关

规定佩戴符合救援要求的安全职业防护装备，严格按照救援程序开展应急救援工

作，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工作，避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个人防护措施如下： 

（1）呼吸系统防护：泄漏毒物毒性大、浓度高于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时，

应采用呼吸防护器。 

（2）皮肤和粘膜防护：存在刺激性、腐蚀性毒物的泄漏场所，应根据毒物

的理化性质、现场浓度和侵入途径等情况选择相应级别和种类的防护服、防护眼

罩、防护面罩、防护手套和防护靴等皮肤和粘膜防护装备。 

6.10.2 事故现场保护措施 

（1）根据泄漏介质的特性以及现场监测结果设置隔离区，封闭事故现场，

紧急疏散、转移隔离区内所有无关人员，实行交通管制； 

（2）在医务人员未到达现场之前，救援人员应佩戴、使用适当防护器材迅

速进入现场危险区，将被困者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方（若情况严重时，请求消防

队员进行救援），根据人员受伤情况配合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并送医院抢救； 

（3）警戒区内严禁使用非防爆通信工具，严禁车辆进入，严禁烟火。 

6.10.3 受灾群众的安全防护 

（1）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指挥中心报告情况，迅速通知并指导厂区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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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沿安全线路向上风向空旷地带转移； 

（2）当事故范围扩大且超出公司厂区界限，需要转移人员时，应及时向三

水区环保局求助，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做好职工和周边群众的转移和疏散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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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7.1 事故现场的保护措施 

为了查清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吸取教训，制定切实可行的针对性防范措施，

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在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现场要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单位和

安全保卫组应严格保护事故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事故扩大。

因抢救人员，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当作出标志，绘制现场

见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并应采取拍照或录像等直

接方式反映现场原状。 

事故现场的处理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设定保护区，控制人员，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2）确定现场保护责任，按照谁分管谁负责，层层把关，层层负责； 

（3）安排专人值班，不允许任何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防止破坏现场； 

（4）严格控制车辆出入，并要做好相关的记录； 

（5）对现场上岗人员进行清点，抢救及救援人员进行登记； 

（6）各种记录要清楚、准确； 

（7）值班保卫人员要坚守岗位，做好交班记录。 

7.2 事故现场洗消 

7.2.1 现场洗消工作的负责人 

现场洗消工作由应急保障组负责，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由应急保障组组长担

任总指挥，相关人员要配合工作，如果洗消力量不足，总指挥要派人支援，如果

技术力量不足，可请求专业洗消队伍，应急保障组要配合相关工作。 

7.2.2 洗消队伍的组成 

洗消队伍由公司废水处理站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以及现场处置专家组成。由应

急保障组组长统一协调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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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洗消的方式和方法 

事故抢救工作结束后，对现场的净化主要采用稀释冲洗的方式，就近使用消

防水进行稀释或吹扫。 

在事故得以控制、泄漏已消除，对泄漏物料进行清理、处置，可采用中和等

方法进行，对污染的现场可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渣，或用不燃

性分散剂制成的乳化液对设备进行冲刷、清洗，洗消后的污水排入应急水池。 

现场洗消处理后要连续进行环境监测，防止发生二次污染。 

7.4 洗消后的二次污染的防治方案 

洗消后二次污染物由应急监测组明确排污数据并排至终端事故池，待事故处

理完毕后将应急池中高浓度的污水进行预处理，再交有废水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达标排放。 

7.5 善后处置 

事故处理完成后，应急管理办公室要做报告总结：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事故

经过、发生原因、处理过程、经验教训、人员伤亡、损失程度情况等上报有关单

位，并在体系部存档备案。 

应急状态终止后，以应急指挥部为主，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担任，全权指挥

善后处置工作。应急保障组迅速设立受灾人员的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做

好人员安置和救灾款物收、发、使用与管理工作，确保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做好

受灾人员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应急保障组组长要组织相关部门做好灾害事件现

场的消毒、疫情的监控及受伤人员的治疗。 

副总指挥组织进行后期污染监测和治理，包括处理、分类或处置所收集的废

物、被污染的土壤或地表水或其他材料，清理事故现场。 

7.6 调查与评估 

应急状态终止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组织、指导有

关部门及突发事件部门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并继续进行跟

踪环境监测和评估工作。组织各专业组对应急计划和实施程序的有效性、应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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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可行性、应急人员的素质和反应速度等做出评估，必要时进行修订环境应急

预案。事故调查评估的内容包括： 

（1）调查污染事件的诱因和性质，评估污染事件的危害范围和危险程度，

查明人员伤亡情况，影响和损失评估、遗留待解决的问题等。 

（2）应急过程的总结及改进建议，如应急预案是否科学合理，应急组织机

构的设置是否合理，应急队伍能力是否需要改进，响应程序是否与应急任务相匹

配，采用的监测仪器、通讯设备和车辆等是否能够满足应急响应工作的需要，采

取的防护措施和方法是否得当，防护装备是否满足要求，出动环境应急队伍的规

模、仪器装备的使用、环境应急程度与速度是否与任务相适应；环境应急处置中，

对利益与代价、风险、困难关系的处理是否科学合理；有何经验教训；需要得出

的其他结论等。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包括：今后污染源控制工作要求；应急预案

应修订的内容等。 

7.7 恢复与重建 

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处置工作，环境事件发生后，

公司各职能部门及生产单元应迅速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污染

严重的事件，必须经过环保部门批准后方可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前，确认以下内容得以实施： 

（1）生产设备设施已经过检修和清理，确认可以正常使用； 

（2）应急设备、设施、器材完成了消洗工作，足以应对下次紧急状态； 

（3）被污染场地得到清理或修复； 

（4）采取其他措施预防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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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保障 

8.1 人力资源保障 

为保证应急救援工作按照预案进行，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效地进行

处理，在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应急救援常识教育的基础上，落实责任制和各项规

章制度。 

（1）明确对应急工作机构的培训和演练。一般应当针对事件易发环节，每

年至少开展一次演练。应急工作机构主要靠培训和演练来实现应急响应技能的提

升，演练的内容包括报警、现场污染控制、应急监测、洗消、人员疏散与救护等。 

（2）明确对应急指挥机构的培训和演练。主要使应急指挥人员熟悉应急工

作程序，提高指挥技能。 

（3）对单位一般工作人员（特别是新员工）的事件报警、自我保护和疏散

撤离等实施培训和演习训练。 

8.2 财力保障 

（1）应急准备工作经费所需资金由各部门申报，应急保障组确认后经公司

应急指挥部审批后，列入年度预算。包括环境事件隐患整改、环境风险源监控、

应急机构建设、应急物资购置、应急预案演练、应急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等费用。 

（2）应急预案启动后的费用由公司财务部准备专项应急基金或动用储备资

金，保证应急使用，具体数量和管理由应急指挥部批准。 

（3）应急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8.3 物资保障 

（1）公司各部门和单位应当明确各自的应急救援需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

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由应急保障组

统计上述情况并编制清单，由各相关负有应急职责的部门和单位保存，以备应急

情况发生时使用。实际情况在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订。 

（2）联钢公司仓库根据上述要求对公司应急物资器材进行相应管理，所属

部门根据上述要求对本部门应急物资和器材进行相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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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保障组和安全部门应定期对应急物资和装备及器材进行定期监督

检查。 

（4）各部门在接到救援电话后，要迅速召集本部门有关人员，按公司应急

救援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设备等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 

公司应急物资贮备清单见（附件9）。 

8.4 医疗卫生保障 

（1）公司的接待室负责临时医疗救助。 

（2）规定在员工集中的办公、休息等重点区域张贴位置图，标识本地点在

紧急状态下可选择的撤离路线以及最近应急防护装备的位置。 

（3）对外来人员必须安排专人在进入本单位危险区域前告知注意事项，以

及紧急状态下的撤离路线。 

8.5 通信保障 

（1）信息联络组负责应急日常工作中的联络和信息传递，制定、修订并公

布应急相关部门、单位和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根据职务及在任人员的

变动情况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同时将联系方式发放到公司各部门。 

（2）负有应急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通信工具加强管理，保证应

急职责的履行。在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赴指定地点。 

8.6 交通运输保障 

（1）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应急指挥部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

况，安排好交通封锁和疏通； 

（2）设置路障，封锁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防止车辆或者人员再次进入事

故现场； 

（3）配合好进入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小组，确保应急救援小组进出现场自

由通畅； 

（4）引导需经过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行人临时绕道，确保车辆行人不受危险

物质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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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治安维护 

与本社区治安巡查支队建立定期沟通和应急求助协议，保证日常交流和非常

时期帮扶求助，维护周边治安安全。与辖区派出所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紧急状况

下进行治安维护和疏导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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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预案管理 

为提高救援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抢险救援队伍的整体应急能力，公司将经常或

定期开展应急救援培训和演练。培训和演练的基本任务是锻炼和提高队伍在突发

事故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包括抢险堵源、及时营救伤员、正确指导和帮助群

众防护或撤离、有效消除危害后果、开展现场急救和伤员转送等应急救援技能和

应急反应综合素质，有效降低事故危害，减少事故损失。 

本预案培训和演练的指导思想为：“加强基础、突出重点、逐步提高”。 

9.1 预案培训和宣传 

（1）车间操作人员 

针对应急救援的基本要求，系统培训车间操作人员，发生突发性事故时报警、

紧急处置、逃生、个体防护、急救、紧急疏散等程序的基本要求。 

采取的方式：课堂教学、综合讨论、现场讲解等。 

培训时间：每季度不少于 2小时。 

（2）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对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队员进行应急救援专业培训，内容主要为突民生事故

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完成的抢险、救援、灭火、防护、抢救伤员等。 

采取的方式：课堂教学、综合讨论、现场讲解、模拟事故发生等。 

培训时间：每月不少于 2小时。 

（3）应急指挥机构 

邀请国内外应急救援专家，就生产区及仓库可能涉及的突发性事故的指挥、

决策、各部门配合等内容进行培训。 

采取的方式：综合讨论、专家讲座等。 

培训时间：每年 1～3次。 

（4）周边群众的宣传 

针对疏散、个体防护等内容，向周边群众进行宣传，使事故波及到的区域都

能对突发性事故应急救援的基本程序、应该采取的措施等内容有较全面的了解。 

采取的方式：口头宣传、应急救援知识讲座等。 

时间：每年不少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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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培训的评估 

每次培训完成后，应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培训效果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

提问、实际操作考核等方式，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对于关键应急岗位的人员，

如果考核不合格，可对其单独加强培训，以保证作业人员有能力应对事故。 

表 9.1-1  各类人员培训时间和内容 

序号 人员 主要内容 培训时间 

1 公司法人和管理干部 

1、规章制度、标准； 

2、职业危害辨识； 

3、安全检查； 

4、制定应急计划和安全报告； 

5、事故调查方法。 

不得少于 8h 

2 主管人员 

1、国家政策法规； 

2、工业事故控制； 

3、事故调查分析； 

4、职业危害监督检查。 

不得小于 4h 

3 一般操作人员 

1、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防火、防爆、防毒知识； 

3、个体防护知识及应用； 

4、自救互救技术。 

不得小于 4h 

4 安全和应急救援人员 

1、国家政策、法规； 

2、重大危险源控制系统； 

3、应急救援专业技术； 

4、事故调查和评估。 

不得小于 10h 

5 厂区外相关人员 

1、互助方式交流、培训； 

2、应急物资共享交流、培训； 

3、应急救援专业技术； 

4、区域疏散方式。 

不得小于 4h 

9.2 演练 

9.2.1 环境应急演习的目的与要求 

（1）环境应急演习的目的 

①熟悉和操作环境应急预案，证实应急预案的可行性。 

②不同应急救援组织的环境应急过程中的协调性。 

③检验负责人员紧急处置工作能力，对受污染部门和现场进行监控的能力。 

④试验环境应急演习终止程序及事故后的环境影响评估。 

⑤检验和测试应急设备和环境监测仪器的可靠性。 

⑥发现预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修订预案提供实际资料。 

（2）环境应急演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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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负责单位采取紧急措施，积极配合，完成环境污染应急演习的任务。 

②演习过程要求逼真，组织有序，通讯畅通，决策果断，手段先进，体现各

人员上下联动、快速反应的协调能力。 

③演习现场设置应根据现场的基本情况，尽量与实际相符，并考虑突发情况。 

④整个演习过程应有完整的记录，作为训练评价和未来训练计划制定的参考

资料，演习结束后适时做出评价。 

9.2.2 环境应急演练准备 

（1）演练应制订演练方案，按演练级别报应急指挥负责人审批； 

（2）演练前应落实所需的各种器材装备与物资、交通车辆、防护器材的准

备，以确保演练顺利进行； 

（3）演练前应通知周边社区、企业人员，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9.2.3 环境应急演练形式 

突发性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实行二级演练的形式。 

（1）仓库、储罐区、车间、废水处理装置、废气处理设施等针对可能出现

的事故类型及影响大小，每季组织一次应急救援演练，主要针对发生事故的工艺

处置，利用装置内现有的消防设施扑救初起火灾； 

（2）综合演练由厂区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组织，以泄漏、中毒、火灾、爆炸

为主要内容，每年演练 1～2次。 

9.2.4 环境应急演练内容 

（1）公司内应急抢险； 

（2）急救与医疗； 

（3）公司内洗消； 

（4）环境污染事故处理方法； 

（5）污染监测演练； 

（6）事故区清点人数及人员控制； 

（7）交通控制及交通道口的管制； 

（8）居民及无关人员的撤离以及有关撤离工作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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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上级报告情况及向友邻单位通报情况； 

（10）事故进一步扩大所采取的措施； 

（11）污染恢复措施。 

9.2.5 环境应急演练评估和总结 

演练前要制定演练进程控制一览表和演练记录表，由专人对演练进程实施情

况进行观察，记录演练进度情况和处置实施情况，及时发现演练过程中存在问题。 

演练结束后，参加演练的人员应对演练过程进行总结评估，提出演练过程存

在的问题，根据演练情况对本公司的应急资源（人力、物力资源配备）、应急程

序和应急能力作出评价，提出改进意见。评估和总结情况要形成演练评价总结记

录并及时改进。 

9.3 奖励与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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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

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①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环境事件的； 

②不按照规定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

义务的： 

③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④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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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临阵脱逃的； 

⑤盗窃、贪污、挪用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⑥阻碍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⑦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⑧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9.4 预案评审、备案发布 

本预案制订后报公司总经理内审，同时报环保部门，经审批合格、备案后由

公司总经理签署发布。为保护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合法性以及与实

际情况相符合，预案编制单位和管理部门应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标准，在预案编制完成后，对其组织评审，并取得当地环保部门的认可。评

审分为内部评审与外部评审，应急预案经评审通过和批准后，按有关程序进行正

式发布和备案。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在环境应急预案签署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

企业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首次备案，现场办理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二）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环境应急预案包括：

环境应急预案的签署发布文件、环境应急预案文本；编制说明包括：编制过程概

述、重点内容说明、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评审情况说明； 

（三）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四）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五）环境应急预案评审意见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提交备案文件也可以通过信函、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进行。通过电子数据交

换方式提交的，可以只提交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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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备案按照首次备案办法要求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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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初定为 2017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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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预案更新 

企业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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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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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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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则 

10.1 名词术语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

财产损失和对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

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

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应急救援措施：针对突发、具有破坏力的紧急事件而采取的响应、求助和恢

复的措施，旨在消除、减少事件危害，防止事件扩大或变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事

件造成的损害或危害和损失。 

泄漏应急处理：泄漏应急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

有毒气体等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的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

得当，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应急预案：指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

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 

应急准备：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

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应急救援：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或恶

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应急响应：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应急监测：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大气、水体、土

壤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理化测试并形成应急救援指挥有效的数据。包括定点监

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演习：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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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涉及

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

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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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

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大气污染：通常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

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

境污染的现象。 

10.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公司人事行政部起草，组织相关部门讨论，经总经理签署后发布，

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预案的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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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厂区地理位置 

附图 2 厂区四邻关系图 

附图 3 周边水系图； 

附图 4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 5 危险源分布图； 

附图 6 应急疏散线路图和消防设施分布图； 

附图 7 雨污管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