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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1、编制过程概述： 

为建立健全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护环境，建设安全健

康的生产经营环境，根据《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

（试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环保部环发[2015]4号）。公司修订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本次应急预

案编制得到了深圳市安泰鼎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 

2、重点内容说明：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考虑到整体协调以及实现共性和个

性的结合，拟将环境应急预案分为三个层次，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专项

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主要内容为总则、应急组

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后期处置、应急保障、

监督管理、附则和和附件。 

专项应急预案包括：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预案包括：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废

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

案、突发火灾次生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和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

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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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评估内容包括：前言、总则、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分析、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完

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3、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资料和实际现场踏勘情况，

编制人员与公司各部门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征求了周边相关方

的意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环境应急对策措施和建议，得出环境风险评

估结论。 

本预案作为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内部环境应急工作的主要依

据，同时为环境保护监督部门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评审情况说明： 

本环境应急预案于 2020 年 9 月 5 日通过了深圳市环境应急预案评

审专家的评审，专家组认为本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指南的要求，项目概况清晰，环境危险源识别

和确定基本准确，应急机构基本健全、职责明确，预防与预警机制合理，

应急处置及时准确有效，后期处置全面，监督管理措施基本完善，附件

信息基本齐备，经适当修改可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相关单位领导及专家的热情指导，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 

 

                            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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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  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要求，保护本公司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使事故发生后能快速、高效、有序地实施应急救援处置工

作，本公司组织修订编制了《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该预案是本公司实施应急处置救援的规范性文件，用于指

导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行动。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

场处置方案以及附件组成。于 2020 年 9 月 5 日，经深圳市应急预案评

审专家组评审通过，并经过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日批准正式发布，2020年 9月 15日起执行。本公司所有部门均应严

格遵守执行，请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员工学习，按规定组织综合

演练和现场处置演练，同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环境安全。 

 

 

                    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发布人: 

                              2020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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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承诺： 

   我公司对《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麒

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麒麟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及其所有附件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如违反上述事项，我公司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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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机制，以预防为主，一

旦发生事故，及时、高效处置突发的各类环境污染事件，保护本公司

员工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促进企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此预案。 

1.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 

3) 生态环境部《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

（试行）》； 

4)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环发[2015]4号,2015.1.8发布）； 

5)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指

导性意见）的通知》（粤环【2018】44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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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8印发）； 

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 

8）《深圳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深

人环【2015】202号，2015.5.12发布）； 

9）《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10）《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

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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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适用范围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下湖社区居委会安澜大道 214

号的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所属厂区，从事 LCD生产加工引起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 

1.4 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 

公司立足于环境事件的预防、预测、预控，通过向全体员工宣

传普及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知识，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和技能，组织开

展对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泄漏、废水处理等潜在环境风险的辨识

活动，认真落实相应的控制措施，降低环境风险。 

（2）以人为本 

在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急响应过程中，始终把应急处置人

员、职工、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 

（3）快速响应 

公司承担环境应急工作职责的人员在接到突发事件的信息后，

应按程序立即实施应急响应，及时控制事态。 

（4）属地管理 

公司所属各部门对本部门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响应负责，突

发环境事件时，所在部门应在第一时间进行先期处置并报警求助。 

1.5 事件的分类分级 

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分为：水体污染事件、废气污染环境事件、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火灾次生污染环

境事件及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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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司基本状况和周围环境综述 

1.6.1 公司概况 

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最早成立于 1993 年 5 月，位于深圳

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下湖居委会安澜大道 214号，公司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 1000 人。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获取深

圳市人居委出具的环评批复，批文号（深环批函【2012】9025号）。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 ITO玻璃，生产 LCD液晶显示屏及 LCM液晶显

示模组、TFT触屏。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良的工作环境，专

业的研发团队。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和员工素质，注重各种人才专业知

识培养，这为客户提供可靠性产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人力资源保

障，公司为提高全员素质，品质意识，环保意识，还定期给员工进行

ISO9001、ISO14001、5S等品质意识，环保意识及相关专业技术知识

方等方面培训。 

公司奉行“追求卓越，创造完美，诚信敬业，精益求精”的品质

政策，追求以“节能、降耗、环保、增效”的环境方针。在产品品质、

技术提升，客户服务方面满足客户需求，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企业

形象和信誉。 

公司有一套完善的废水处理设施，已经做到了稳定达标排放。污

泥、废丙酮、废空瓶等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的机构处理。公司目前

的环保批文及排污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环保主管单位为深圳市生态

环境局龙华管理局。 

以下为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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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生产及废水处理过程中使用了丙酮、酒精、盐酸、硫酸、

氢氧化纳、次氯酸钠等原材料及危险化学品，公司未使用剧毒化学品。 

 

1.6.2 环境保护目标 

公司整个厂区按功能划为办公区、车间区、仓库区及污水处理区。

公司周围 5000 米范围有新田小学、观澜二中等学校，有雪象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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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并有樟坑径社区等居民集中住宅区，以上均为公司的大气环境

保护目标。 

公司已实现雨污分流，工业废水处理达标后排入观澜水质净化

厂，公司的受纳水体为观澜河，雨水直接排入观澜河，观澜河流域属

准水源保护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

类标准。观澜河为公司的水环境保护目标。 

（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公司所在区域根据《关于颁布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的

通知》（深府【1996】362 号），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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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环境敏感点/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 联系方式 

大气环境 

深圳怡宁医院 

医院 

北面 550 米 13923403386 

雪象医院 南面 3800米 89707061 

叶氏正骨科 东北 2200米 84694878 

观澜人民医院桂花

社区健康中心 
西北 4800米 28083866 

新田小学 

学校 

东北 1800米 29836852 

樟坑径幼儿园 南面 454 米 27976319 

观澜二中 西北 4000米 28012836 

清湖小学 西南 4000米 28123620 

辅城坳小学 东北 3100米 84015573 

宝安区宝文学校 西面 202 米 27998636 

深圳美中学校 西北 2800米 29588888 

平湖启英学校 东北 2300米 84015526 

观澜中学 西北 4000米 29831310 

樟坑径社区 

居民

居住

区 

西南 199 米 28033282 

新田社区 东北 1500米 27978309 

上坑社区 南面 302 米 29803181 

君子布社区 东北 3600米 28057619 

辅城坳社区 东北 2400米 28123179 

雪象社区 南面 3700米 81487763 

水环境 观澜河 
受纳

水体 
西面 3300米 

（GB3838-2002）地表

水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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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公司成立环境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 副总裁 

副组长：总经理 

领导小组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名单见附件 4）。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事项并组

织落实；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事项做出决策；紧急状

态下，负责统一指挥公司的应急力量处置事态；负责及时向政府环境

保护等主管部门报告事件信息；负责审批公司的应急预案。紧急状态

时，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 

领导小组的日常应急办公室设置在厂务工程部。其主要职责是：

具体组织落实领导小组决定的环境重要事项；负责与政府环境保护等

主管部门保持信息联络；负责及时收集和传达相关应急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负责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加强环境应急工作的建议；

负责组织应急预案的编制、维护、演练和更新；负责牵头组织事件调

查。 

 

2.2 现场指挥部 

突发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负责制，由领导小组组长

担任。当领导小组组长不在时，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现场指挥部的职责如下： 

1、事件发生后分析紧急状态，确定事件应急级别和相应响应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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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指挥协调应急反应行动，合理配置资源、人员及应急队伍的

调动； 

3、协调外部应急力量与政府关系； 

4、应急终止后，负责组织恢复措施、原因调查分析及总结。 

2.3  应急工作组 

领导小组下设现场处置组、综合协调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

组、专家咨询组共 5个应急工作组。 

   （1） 现场处置组 

组长：行政部经理（危险废物仓库的管理） 

副组长：仓库部主管（化学药品仓的管理）。 

职责：负责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措施进行现场处置、

消除污染、控制事态，同时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 

（2）应急监测组   

组长：废水站工程师 

副组长：厂务工程部经理 

职责：负责汇报并联系深圳市龙华区环境监测站，制定环境应急

监测方案；实施现场简单的监测；及时向领导小组提交监测数据。 

（3）应急保障组 

组长：财务部经理 

副组长：保安队主管 

组员：财务部和保安队全体员工 

职责：为应急行动提供资金和物资的后勤保障；负责人员疏散与

现场安全警戒；负责现场人员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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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协调组 

组长：厂务工程部安全员 

副组长：安全主任 

组员：厂务工程部全体成员 

负责向政府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并请求

支援；负责联系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如：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请求必要的支援；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媒体应对工作。 

（5） 专家咨询组   

组长：黄小武 

组员：名单见本预案附件 4。 

职责：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程度、发展趋势做出科学

评估，为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

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现场应急

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架构见图 1。 

 

 

 

 

 

 

 

 

 

 

 

 

 

 

 

 

                            

图 1  应急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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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 

2.4.1 公司所属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保

标准及公司规章制度，严格实施环保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或上报。 

2.4.2 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故迹象或在事故初期（如危险化学品少

量泄漏），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处置，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

同时向公司领导、厂务工程部报告。 

2.4.3 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过程中，各部门应积极配合，为应急

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必要时主动将本部门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

域。 

2.4.4 公司全体员工人人均有及时报告环境事故隐患，积极参与各种

应急演练活动之职责；紧急状态时，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行动。 

2.4.5 公司所有承担应急职责的人员，手机应确保 24 小时畅通，办公

电话和家庭电话亦应保持良好状态。 

 

3 预防和预警 

3.1 环境制度的建设 

3.1.1 严格执行国家、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排放标准，建立相应的设

备设施操作规程及管理指引，污染物治理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

岗。 

3.1.2 建立日常检查及应急监测制度。 

3.1.3 建立环境宣传培训制度，强化环境应急意识。 

3.1.4 建立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及标准化作业文件。 

如：《危险化学品管理及泄漏应急作业指引》等作业指导书。 

3.2 环境风险分析与事件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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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公司面临的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见表 2： 

                表 2 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 

序号 环境风险源         环境危害 

1 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水体污染 

2 废气超标排放事件 大气污染 

3 危险废物泄漏污染环境事件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4 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5 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 
包括次生危险化学品事件、消防水

污染水体事件。 

6 污染防治设施安全事故 导致员工伤亡事件 

 

3.2.2 公司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设新项目，从源头上降低环境风险。 

并请专业机构对公司做环境风险评价工作。 

3.2.3 公司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

准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定期开展合规性评价，确保守法运行。 

3.2.4 依据 ISO 14001 国际标准建立、运行文件化的环境管理体系，

持续提高环境绩效。 

3.2.5 公司建立环境隐患排查机制。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的依据主要包

括适用的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相关危险品火灾、

爆炸、泄漏事件案例；国内外同类单位环境污染事件资料；地理和气

象资料；科学的环境风险辨识与评价结论等。 

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设新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相

关规定，从源头上降低环境风险。 

（2）公司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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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准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定期开展合规性评价，确保守法

运行。 

（3）公司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机制，规定经理每月检查一次、

主任每周检查一次、领班每日检查一次。厂务工程部每日巡查，及时

发现隐患并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治理，提高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化水

平。发现的隐患必须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需要制定应急方案。

对于 A级事件，应停产整改。 

（4）依据公司的环境风险特点，进行必要的人才、物资贮备，妥善

管理好应急物资，持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5）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原料储存和产品贮存管理规定，建立健全了

风险防范制度和风险应急措施，定期定岗进行风险防范教育及风险应

急技能训练，消防设置齐全，设立报警系统。 

3.2.6 依据公司的环境风险特点，进行必要的人才、物资贮备，妥善

管理好应急物资，持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3.3 事件预警 

3.3.1 公司的预警分为两级，即 B 级和 A 级。B 级预警指依靠公司自

身的力量即能控制的事件；A级预警指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援方能控

制的事件。 

3.3.2 以下情形公司需发布预警： 

1）由于工艺变化，确认产生新的污染因子； 

2）生产量突然增加； 

3）恶劣的天气，如：台风暴雨发生； 

4）相邻企业发生火灾事件； 

5）危险化学品存放区有异常气味散发，可能存在危险化学品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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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废水站受限空间作业时，作业人员有轻度感觉不适； 

7）废水站药品储备不足 24小时或脱节； 

8）废水指标突然异常变化，偏离日常浓度； 

9）废水站突发异常气味散发，如：可能存在反应池故障的可能； 

3.3.3 现场信息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厂

务工程部向领导小组提出发布预警建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同意后

由厂务工程部发布预警。 

3.3.4 发布 B级预警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领导到达现场，准备启动本预案和相关专项应急预案； 

（2）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3）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封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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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

措施控制危险状况。 

（4）若事件得到控制，已没有发生的可能，领导小组宣布解除

预警。 

3.3.5 发布 A级预警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领导到达现场，准备启动本预案和相关专项应急预案； 

（2）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3）向政府相关部门（环保、应急指挥中心、街道办等部门）

预告事态，必要时请求支援； 

（4）所在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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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措施

控制危险状况。 

（5）若事件得到控制，已没有发生的可能，领导小组宣布解除

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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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4.1.1 公司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为 13682359304。 

4.1.2当紧急事件发生时，现场初始发现者除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外，

应立即报告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视事态严重程度同时向公司值班

领导、厂务工程部报告。值班领导和厂务工程部接到公司内部事发部

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或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响应要求时，应尽

可能询问以下情况并作记录： 

（1）事件发生的时间、准确地点； 

（2）人员伤亡或污染范围； 

（3）事故控制现状。 

公司值班领导和厂务工程部负责人视情况请示领导小组组长是

否启动应急预案。事故内部信息报送流程见图 2。 

 

                 图 2  内部信息报告流程图 

4.1.3 对初步确定为 B级事件的，厂务工程部应在 30分钟内向深圳市

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对初步确定为 A级

公司值班领导 厂务工程部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事件初始发现者 

事件所在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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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厂务工程部应在 5分钟内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等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报告。以上均应按本预案 4.1.4 条的要求进行初报、

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4.1.4 初报、续报、处理结果报告 

4.1.4.1 初报是在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通过电话或传真直接报

告。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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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和

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程度、事件潜在危害程度等初步情况。 

4.1.4.2 续报是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通过网络或书面随时上报（可

一次或多次报告）。主要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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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过程、进展情况、危害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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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 处理结果报告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以书面方式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续报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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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公司与所在街道办建立信息报告联动机制。紧急情况发生，需

要请求地方政府支援或向地方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时，应首先向公

司所在街道办应急指挥中心通报信息。观湖街道应急指挥中心的应急

报告电话为：28025568。 

4.1.6 公司外部环境事件应急信息报告对象及电话号码见附件 5。厂

务工程部应关注相关方联系方式可能的变化，保持相关方的联系电话

为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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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 

4.2.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提请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人宣布启动应急预案： 

（1）生产废水或废气监测超标排放； 

（2）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大量泄漏、混存导致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可能流入地表水或恶化周围空气质量； 

（3）公司在作业过程中出现火灾； 

（4）其他认为有必要的突发环境事件。 

4.2.2 预案启动，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

组长任现场指挥官，20 分钟内赶赴现场，统筹安排处置工作。同时

通知各工作组集结并赶赴事发现场。 

4.2.3 所有参加应急响应行动的工作组必须服从现场指挥官的统一安

排，不得擅自行动。 

4.2.4 当事件失控升级，需要外部力量（如政府环保、街道应急指挥

中心等）组织处置时，总指挥请求相关政府部门支援。外部力量到达

现场后，现场处置的指挥权上移，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人力、物资）

应全力协助配合，服从统一指挥。 

4.3 响应时间 

4.3.1 各应急工作组接到领导小组的紧急指令后，应在 10分钟内赶到

事发现场。 

4.3.2 现场处置过程中，工作组每小时通过现场汇报或电话等方式向

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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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先期处置与分级响应 

4.4.1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件迹象或在事件

初期（如危险化学品少量泄漏等情况），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处置，

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同时按 4.1.2 的要求报告。 

4.4.2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自身的应急能力，需要外部力量支援时，

领导小组应组织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力图控制事态，

为外部力量赢得宝贵的应急处置时间。 

4.4.3 公司的应急响应分为两级，即 B 级和 A 级。B 级响应是指依靠

公司自身的力量即能控制的事件；A级响应是指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

援方能控制的事件。 

发布 B级响应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到达现场，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

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2）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封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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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

措施控制危险状况。 

发布 A级响应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到达现场，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

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2）向政府相关部门（环保、应急指挥中心、街道办等部门）

预告事态，必要时请求支援； 

（3）所在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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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措施控制

危险状况。 



 

 28 

4.5 通用处置措施 

4.5.1 工作组到达现场后，应急保障组负责对与应急处置无关的人员

实施疏散、安全警戒和伤员救护工作。 

4.5.2 对于非火灾事件，现场处置组负责实施现场污染控制、污染消

除、危险物品转移、隔离、堵截、设备停车等工作。 

4.5.3 对于火灾事件，现场处置组负责火灾扑灭与财产抢运。对于消

防水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现场处置组还需负责污水拦截、收集与转

运。 

4.5.4 对于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泄漏事件，

应急监测组应在 30 分钟内拟定监测方案，快速实施水或空气的污染

物监测，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和监测数据适时调整监测方案。监测方案

包括监测范围、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 

4.5.5 应急保障组根据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应

急物资和生活物资，确保处置工作顺利实施。 

4.5.6 专家咨询组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监测数据信息，向现场指挥官

提出切断与控制风险源、减轻与消除污染、人员救护等处置措施建议。

现场指挥官据此下达处置指令。 

4.5.7 所有应急处置现场产生的危险废物，均应全部收集，安全转移，

妥善处理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4.6 专项处置措施 

4.6.1 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之

一《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处置。 

4.6.2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之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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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一《突

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4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二

《突发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5 突发火灾及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

三《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6 突发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

预案之四《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7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五《突

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7 扩大应急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需要请求外部应急相关

方（如政府环保、街道应急指挥中心等部门）支援时，领导小组组长

或副组长向相关方求援。外部力量到达现场后，指挥权上移，公司的

应急队伍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4.8 信息发布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对外信息，由综合协调组组长统一向政府部

门报告。公司不直接面对媒体发布事件的相关信息。未经批准，公司

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事件的信息。 

4.9 响应结束 

4.9.1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或危险已经解除； 

（2）监测表明，空气或水体的有毒有害因子已降至规定限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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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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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

害，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9.2  B 级响应的结束由公司现场指挥官宣布，A 级响应的结束由外

部力量的现场指挥官宣布。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对于在事件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厂务工程部依据国家

的政策法规进行处理，包括办理工伤理赔、赔偿损失、人员机能恢复

训练等。 

5.2 事件调查处理与奖惩 

5.2.1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后 4 小时内组成由厂务工

程部牵头的事件调查评估组，进行事件的分析调查。调查完毕应形成

调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原因、事件性质、事件级别、经济损

失、责任认定、处理建议、应急过程评估等。 

5.2.2 Ⅰ-Ⅳ级事件，由政府环保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处理，公司各部门

全力配合。 

5.2.3 对于各级突发环境事件，公司应维护好现场，待上级政府部门

进行调查与责任认定。调查过程中，公司领导、厂务工程部和当事部

门应认真配合，不得隐瞒真相。 

5.2.4 公司管理层依据事件调查评估报告的结论，对事件责任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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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对在应急处置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 

5.3 恢复重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同时公司依法取得政府部门

（环保、安监等）许可后，由事件所在部门主管负责组织制定恢复重

建计划，并督促跟踪计划的实施。恢复重建计划应包括具体项目、可

行性分析、完成时间、资金投入、预期效果、责任部门与验收条件等。 

6 保障措施 

6.1 人力资源保障 

6.1.1 公司对承担环境应急相关工作的人员（领导小组及各专业组），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

实施考核。 

6.1.2 公司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性演练，检

验并提高应急指挥、信息报告、污染控制、人员救护的能力。相关部

门根据需要开展专业演练（如危险化学品泄漏等）。 

6.2 财力保障 

6.2.1 厂务工程部依据公司环境应急能力现状，每年 12月评估下年度

项目的资金需求，报公司领导审批后，列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这

种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人员训练、应急物资采购、课题研究等。 

6.2.2 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时，应急保障组请示领导小

组组长或副组长同意后即可支出，财务部门应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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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物资保障 

6.3.1 公司根据环境危害因素的特点及可能的事件类别，进行必要的

应急物资储备。储备的应急物资数量、种类应与公司的环境风险程度

相适应（公司现有应急物资见附件 6）。 

6.3.2 公司的应急物资应贮存在专用仓库，实行专人管理。应急物资

仓库应做好通风、防潮工作。仓库管理人员应将应急物资登记造册，

及时申请更新即将到期的物资。 

6.4 通信保障 

6.4.1 公司的主要通讯手段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对讲机。所有承

担应急职责的人员均配备移动电话，确保全天 24 小时开通，应急处

置现场可使用对讲机。 

6.4.2 公司与应急相关方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当内外部应急联系电

话变更时，厂务工程部应对联系电话进行更新，以保证信息的快速传

递和反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6.5 纪律保障 

公司各部门应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机制，服从

指挥，顾全大局，积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情况将作为部门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6.6 安全防护 

6.6.1 应急响应过程中，应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好本公司员工及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 

6.6.2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件的特点，配备相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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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现场的安防管

理规定。 

6.7 医疗卫生保障 

6.7.1 厂务工程部负责落实与地方医疗卫生、职业病防治部门的应急

医疗救援协议的签订，落实急救药箱药品，急救器材的配备与更新。 

6.7.2 厂务工程部负责落实组织现场医疗救护人员与医疗急救人员定

期的医疗急救知识与技术的培训。   

6.8 交通运输保障 

6.8.1 公司所有车辆在应急救援时将被征用于运输保障工作。 

6.8.2 应急救援时除被征用车辆留在厂区外，其他车辆将移至厂区非

救援通道上待命。 

 

7 预案管理 

7.1 预案的培训与演练 

7.1.1 厂务工程部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环境应急处置队员集

中学习本预案及其专项预案、现场处置预案。 

7.1.2 公司通过墙报、多媒体等手段，将本预案的相关规定传达至全

体员工，提高全体员工的应急意识与技能。 

7.1.3 公司每年组织一次综合演练，各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安排

专项演练，所有演练应精心策划、认真实施并做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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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预案的更新 

应急预案每 3年进行一次修订；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厂务工程部

应及时组织对预案进行修订： 

（1）公司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了较大变化； 

  （2）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

整； 

  （3）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4）环境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了变化； 

（5）公司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7.3 预案的备案 

本预案及其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预案经专家评审通过后报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备案。 

经修订后发布的应急预案应重新备案。 

 

8  附则 

8.1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麒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厂务工程部组织制订并负

责解释。 

8.2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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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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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 联系方式 

大气环境 

深圳怡宁医院 

医院 

北面 550 米 13923403386 

雪象医院 南面 3800米 89707061 

叶氏正骨科 东北 2200米 84694878 

观澜人民医院桂花

社区健康中心 
西北 4800米 28083866 

新田小学 

学校 

东北 1800米 29836852 

樟坑径幼儿园 南面 454 米 27976319 

观澜二中 西北 4000米 28012836 

清湖小学 西南 4000米 28123620 

辅城坳小学 东北 3100米 84015573 

宝安区宝文学校 西面 202 米 27998636 

深圳美中学校 西北 2800米 29588888 

平湖启英学校 东北 2300米 84015526 

观澜中学 西北 4000米 29831310 

樟坑径社区 

居民

居住

区 

西南 199 米 28033282 

新田社区 东北 1500米 27978309 

上坑社区 南面 302 米 29803181 

君子布社区 东北 3600米 28057619 

辅城坳社区 东北 2400米 28123179 

雪象社区 南面 3700米 8148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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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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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名单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陈汉民 副总裁、领导小组组长 13902921405 27827222—8101 

陈仰宏 总经理、领导小组副组长 13502870552 27827222—8008 

张剑平 厂务工程部安全员、应急办公室主任 13316893187 27827222—8113 

陈青华 厂务工程部安全员、综合协调组组长 18929361347 27827222—8113 

包丰玮 安全主任、综合协调组副组长 13670163225 27827222—8113 

秦阳 废水站工程师、应急监测组组长 13423912290 27827222—8134 

杨小刚 厂务工程部经理、应急监测组副组长 13682359304 27827222—8055 

张家南 财务部经理、应急保障组组长 13556835778 27827222—8122 

冯盈藏 保安队主管、应急保障组副组长 13509623825 27827222—8066 

黄龙腾 行政部经理、现场处置组组长 18926024701 27827222—8014 

陈创杰 仓库部主管、现场处置组副组长 18948184720 27827222—8020 

黄小武 专家咨询组组长 13590391559 
 

戴晖毅 专家咨询组组员 13922837260 
 

彭荫来 专家咨询组组员 15815552515 
 

徐友根 专家咨询组组员 13802272321 
 

孟繁夫 专家咨询组组员 1868875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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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外部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信息报告对象 电 话 备   注 

龙华区观湖消防中队 119 

/ 

龙华人民医院 120 

观湖街道办应急指挥中心 28025568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 23336699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环境

污染应急处置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将在麒

麟电子公司的消防废水处理、危险品/危险

废物大量泄漏等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

处置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黎亿贵 

135105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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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应急设施及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器材名称 用途 数量 状况 设置地点 

1 毛巾 疏散捂口鼻 6张 良好 材料仓库 

2 警戒绳 拉警戒线用 2卷 良好 材料仓库 

3 消防铁锨 铲沙 2把 良好 危险化学品仓、危险废物仓 

4 消防沙包 
吸附清理泄漏及堵
塞雨水口使用 

30包 良好 
生产车间及化学品仓、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5 消防散沙 吸附清理泄漏 3处 良好 废水站、危化品仓库、危险废物仓 

6 消火栓 消防灭火用 12处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7 消防水池 储水消防备用 1处 良好 地下 

8 绝缘手套 应急防护使用 3双 良好 材料仓库 

9 微型消防站 应急防护使用 1处 良好 公司门口 

10 警戒灯 应急使用 2个 良好 材料仓库 

11 应急照明、出口灯 停电应急用 9处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12 紧急洗眼器 液体溅入眼睛 2个 良好 生产车间、废水站 

13 橡胶耐酸碱手套 酸碱操作抢修 3双 良好 
危险化学品仓、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4 橡胶耐酸碱水鞋 应急防护使用 3双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5 防腐蚀护目镜 应急防护使用 3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6 过滤式防毒面罩 应急抢险用 4个 良好 化学品仓、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7 干粉灭火器 灭火 若干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18 手推式干粉灭火器 灭火 3具 良好 生产车间、办公区 

19 安全绳 救治伤员用 30米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0 急救药箱 救治伤员用 2个 良好 保安室、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1 应急照明灯 停电搜救伤员 1个 良好 材料仓库 

22 潜水泵 应急使用 1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3 正压式呼吸器 应急使用 2台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4 手电筒 应急使用 2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5 安全帽 应急使用 2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6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应急使用 1台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7 三角架 应急使用 1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8 便携式鼓风机 应急使用 2台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物资管理人联系方式：杨小刚   1368235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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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周边水系图 

 

 

 

 

 

 

 

 

 

 

麒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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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5KM范围内，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包括了： 

受纳水体---观澜河； 

学校、医院及社区等。 

 

 



 

 61 

附图 3               厂区四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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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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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公司雨水排放口和工业废水排放口示意图 

 

 

 
 

 

★：公司雨水总排放口，在紧急状态下用沙包围堵该排放口，避免消防次生废水

流入雨水管网，污染观澜河流域。 

★ 

雨水总排放口 

■ 工业废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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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紧急疏散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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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预案之一： 

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置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切实保

障环境质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突发环

境安全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对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职责 

1.4.1 现场处置组会同事发部门实施紧急现场处置，控制及消除污染、

救护伤员。 

1.4.2 应急监测组负责对空气、水体污染因子的应急监测，或根据需要

联系汇报深圳市龙华区环境监测站，对空气、水体或土壤污染物进行应

急监测，为应急领导小组提供精确数据。 

1.4.3 应急保障组负责为现场处置提供必需的应急物资，负责对外的信

息报告与联络工作；负责联系医疗单位紧急救护伤员。 

1.4.4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现场处置、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等提供技

术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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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风险分析 

2.1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清单及最大储存量如下表： 

序号 名称 最大储存量 存放点 使用部门 

1 清洗剂 0.6吨  

易燃有机仓 

 

 

 

生产部 

 

 

2 乙二醇 0.02吨 

3 丙酮 0.16吨 

4 酒精 0.16吨 

5 油墨 0.009吨 

6 盐酸 1.8吨 化工仓 

（实体墙分开） 
7 氢氧化钾 0.5吨 

8 AR三氯化铁 0.03吨 

9 次氯酸钠 0.1吨  废水站仓库 废水站 

10 硫酸 0.025吨 

11 氢氧化钠 0.5吨 

2.2 公司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的类型主要为：公司在贮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因丢失、泄漏、突发事件救援不当等，造成危险

化学品以废水、废气和废渣等形式排放进入环境，致使大气或水体环境

污染。 

 

3 预防措施 

3.1 将危险化学品的贮存和使用纳入到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中，定期或

不定期地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对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是否存在腐蚀穿

孔、密封不良、老化等进行重点检查。 

3.2 依据相关法规、标准编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培训员工按制

度进行操作。对员工进行专业的操作培训，如：杜绝员工野蛮操作、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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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撞击、摩擦导致包装破损等现象发生。 

3.3 公司应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充足相应的应急

物资，如防泄漏装置、防毒面具、消防器材等，以便实施应急处置。 

3.4 存放和大量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应设置应急处理装置，发生事故

时，尽量将泄漏出来的物品导入应急处理装置，将污染物控制在厂区内，

减少环境影响。 

3.5 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存放区应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或区域。专用仓库/区域的场地选

择、层数、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占地面积、电气设置、紧急疏散等必

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储存，灭火方法不同的危险化学品

不能同库储存。 

3.6 公司各部门发现有危险化学品泄漏或不相容危险化学品发生事件等

异常迹象时，应果断采取转移、堵漏等措施，实施紧急处置。同时报告

厂务工程部。当危险化学品意外泄漏进入厂区的市政管网或雨水管网

时，现场处置组对泄漏物进行拦截、收集、转运，避免引起污染。 

 

4 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 

4.1 厂务工程部接到关于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的报告时，应立

即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 

4.2 应急领导小组接报后，视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本应急预案。

若启动本应急预案，就自动组成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任

现场指挥官），立即通知现场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组、专家

咨询组集结赶赴事发现场。 

4.3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事发部门的负责人应在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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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本部门的应急力量开展处置工作，如堵塞泄漏点、救护伤员等。 

4.4 所有应急无关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有序撤离。人员

到达指定地点后，各部门负责人应清点人数，并将结果报现场指挥部。 

4.5 对于现场中毒或被灼伤的人员，应急保障组应立即请求 120 支援送

病员到观澜人民医院或就近医院救治。 

4.6 对于废水站暂存仓库或化工仓存放的桶装（或槽桶）酸大量泄漏，

可用大量的沙子对地面的液体酸进行吸收处理，必要时用防汛沙袋围

堵。应急人员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所有现场处理后的物品均应作为危

险废物转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4.7 如泄漏物即将流入雨水、污水或清净水排放系统，应及时采取封堵

措施，如：关闭雨水总排口的阀门或用沙包堵住总排口，防止对地表水

造成污染。如泄漏物已经流入雨水总排口等，应立即向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龙华管理局如实汇报，以便环保政府部门采取联动应急预案，最大限

度的减少对受纳水体的污染。 

4.8 对于应急处置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件产生的消防水，往往含有

大量的化学品污染物，应采取拦截、收集措施，请专业环保公司将消防

水托运处理，防止直接排入受纳水体。 

4.9 如危险化学品发生火灾、爆炸事件时，参照现场处置预案之三《突

发火灾次生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执行。 

4.10 当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

理局予以支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

官应立即向观湖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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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措施 

5.1 应急工作组成员到达污染事件现场后，应根据空气污染物的危险、

危害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如果是在较密闭的空间出现空气污染事

件，就有中毒、窒息的极大可能性，必须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

防止烧伤、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5.2 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包括了急救药箱、绷带、消防水枪、警戒线等，

具体可参见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 6《应急物资一览表》。 

 

 

 

 

 

附  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泄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       

1．酒精/丙酮/清洗剂等易燃有机溶剂泄漏的现场处置 

酒精等易燃液体若泄入路面，应先行隔离现场，切断火源。对少量

泄漏，可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或就地取材用木屑、干燥稻草等吸附；

对大量泄漏，用泡沫覆盖，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泵抽取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处

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污染地表水或地

下水。 

若泄漏物进入水体，应立即采取措施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可小心

收集浮于水面的泄漏物；若是矿物油，可用隔油栏限制其扩散，用吸油

毡吸附收集。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如：防腐围

裙），不得直接接触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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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氯酸钠泄漏的现场处置 

对少量泄漏，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路面，吸附泄漏物，

收集吸附泄漏物的沙、土。对大量泄漏，可在泄入路面周围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耐酸碱泵抽取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容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再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

路面，吸附泄漏物。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其进入下水道或排洪

沟等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对于清洗路面的废水应引入废水处置系统，

达标排放。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接接触泄漏物。 

 

3 盐酸/硫酸泄漏的现场处置 

若盐酸等泄入路面，不得用高压水直接冲洗，以免促使酸雾急剧扩

散至空气中造成二次污染或飞溅伤人。对少量泄漏，用干燥沙、土等惰

性材料洒入泄入路面，吸附泄漏物，收集吸附泄漏物的沙、土，再用干

燥石灰或苏打灰洒入被污染的路面，中和残留的酸。对大量泄漏，可在

泄入路面周围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耐酸泵抽取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容

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再用干燥石灰

或苏打灰洒入被污染的路面，中和残留的酸。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

防止酸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等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对于清洗路面的废

水应引入废水处置系统，达标排放。 

若酸泄入水体，可在受污染的水体中洒入大量石灰（对江、河应逆

流喷洒），进行中和，至水体监测达标。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接接触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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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的现场处置 

若固体泄入路面，可用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尽

可能地全部收集。若液碱泄入路面，对少量泄漏，先用干燥沙、土等惰

性材料洒入污染路面、吸附泄漏物，收集吸附有泄漏物的沙、土；再用

稀醋酸溶液喷洒路面，中和残留的碱液。对大量泄漏，可在泄入路面周

围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中，安全转移至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置；再用稀醋酸溶液喷洒路面，中和残

留的碱液。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碱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污染地

表水或地下水。 

若泄入水体，可在泄入水体中喷洒稀酸（如稀盐酸）以中和碱液，

至水体监测达标。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接接触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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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预案之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置本公司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切实保

障环境质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对危险废物泄漏事件，引起环境污染的应急响应。 

1.4 职责 

1.4.1 现场处置组会同事发部门实施紧急现场处置，控制及消除污染、

救护伤员。 

1.4.2 应急监测组负责对空气、水体污染因子的应急监测，或根据需要联

系汇报深圳市龙华区环境监测站，对空气、水体或土壤污染物进行应急

监测，为应急领导小组提供精确数据。 

1.4.3 应急保障组负责为现场处置提供必需的应急物资，负责联系医疗

单位紧急救护伤员。综合协调组负责对外的信息报告与联络工作。 

1.4.4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现场处置、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等提供技

术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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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风险分析 

2.1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产生量如下：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最大储存量 放置区域 

1 污泥 3吨 
 

 

危险废物仓库 

2 废丙酮 0.3吨 

3 废机油 0.1吨 

4 废空桶 0.1吨 

5 废丙酮空瓶 0.2吨 

6 废空瓶 0.05吨 

7 废活性炭 1.5吨 

2.2公司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的类型主要包括： 

公司在贮存危险废物的过程中因泄漏造成危险废物以废水、废渣等

形式排放进入环境，致使大气或水体环境污染。 

 

3 预防措施 

3.1 公司的危险废物仓库（储存场所）应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应设置符合 GB15562.2《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

体废物储存（处置）场》要求的警告标志：三角形边框、黄色背景、黑

色图形；三角形的尺寸为 40cm X 40cm X 40cm。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

相容。仓库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如仓库内需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必须有耐腐蚀的

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

离间隔断。须设置应急槽/应急池和应急处理装置，发生事件时，尽量

将泄漏出来的物品导入应急槽/池，将污染物控制在最小面积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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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影响。 

3.2 将危险废物的贮存纳入到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中，定期或不定期地

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对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是否存在腐蚀穿孔、密封不

良、老化等进行重点检查。 

3.3 培训员工按制度进行操作，如：杜绝员工野蛮操作、装卸撞击、摩

擦导致包装破损等现象发生。 

3.4 公司应针对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充足相应的应急物

资，如防泄漏装置、防毒面具、消防器材等，以便实施应急处置。 

3.5 公司的危险废物仓库有防腐、防泄漏措施，警示标志及危险废物标

签均较规范。 

3.6 公司各部门发现有危险废物泄漏事件时，应果断采取转移、堵漏等

措施，实施紧急处置。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 

 

4 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 

4.1 厂务工程部接到关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的报告时，应立即向公

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 

4.2 应急领导小组接报后，视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本应急预案。

若启动本应急预案，就自动组成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任

现场指挥官），立即通知现场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组、专家

咨询组集结赶赴事发现场。 

4.3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事发部门的负责人应在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现场

组织本部门的应急力量开展处置工作，如堵塞泄漏点、救护伤员等。 

4.4 所有应急无关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有序撤离。人员

到达指定地点后，各部门负责人应清点人数，并将结果报现场指挥部。 

4.5 对于现场中毒人员，应急保障组应立即请求 120 支援送病员到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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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或就近医院救治。 

4.6 当废机油等液体危险废物出现泄漏时，应急人员可用大量的防汛沙

包围堵，必要时可兼用散沙围堵，再用应急潜污泵将围堵区内的废液抽

至应急桶内。整个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人员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所

有现场处理后的物品应全部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4.7 如泄漏物即将流入雨水、污水或清净水排放系统，应及时采取封堵

措施，如：关闭雨水总排口的阀门或用沙包堵住总排口，防止对地表水

造成污染。如泄漏物已经流入雨水总排口等，应立即向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龙华管理局如实汇报，以便环保政府部门采取联动应急预案，最大限

度的减少对受纳水体（观澜河）的污染。 

4.8 对于应急处置危险废物火灾、爆炸事件产生的消防水，往往含有大

量的化学污染物，应采取拦截、收集措施，请专业环保公司将消防水托

运处理，防止直接排入受纳水体（观澜河）。 

4.9 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

予以支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官应

立即向观湖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5 保障措施 

5.1 应急工作组成员到达污染事件现场后，应根据污染物的危险、危害

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须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防止烧伤、

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5.2 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包括了急救药箱、绷带、消防水枪、警戒线等，

具体可参见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 6《应急物资一览表》。 



 

 76 

现场处置预案之一 

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废气超标排放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气处理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气处理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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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负责废气处理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 

2.1 废气处理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出废气处理操作规程，将日常维修保养的方法、频次等均

详细编制出。并对操作人员及检查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当上述人员出现

变动或离职时，对新员工必须进行上岗前的专项培训。 

2.2 废气执行的排放标准： 

废气主要污染因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Nm3） 

氯化氢 100 

苯 12 

甲苯 40 

二甲苯 70 

挥发性有机物 120 

颗粒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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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的废气处理塔与车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名称 废气塔编号  废气主要污染因子 对应生产线 

酸性废气处理塔 1#处理塔 氯化氢 B栋 3楼蚀刻工序 

碱性废气处理塔 2#处理塔 / B栋 1楼移印前清洗工序 

碱性废气处理塔 3#处理塔 / B栋 2楼及 3楼脱膜工序 

有机废气处理塔 4#处理塔 苯、甲苯、二甲苯、挥发性

有机物 

A栋 1、2、3楼点胶工序及 

4楼封止/UV 工序 

有机废气处理塔 5#处理塔 苯、甲苯、二甲苯、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 

B栋 1、2、3楼 UV固化工序 

 

2.4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如下： 

酸碱综合废气处理流程： 

 

有机 VOC废气处理工艺流程： 

车间废气→UV光解→活性炭→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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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废气超标排放原因分析： 

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引起公司废气超标排放： 

1)废气净化装置换药不及时或吸附饱和，废气未经有效净化直接排放； 

2) 处理工未对处理系统按频次点检，未发现电机或处理设施配件损坏； 

3）处理工操作失误，加药质量、选药类型不合理； 

4) 废气处理药水未按工艺要求及时更换或添加； 

5）填料未定期清洗或更换，填料被废气中的粘稠物所堵塞废气中和交

换面积减少，循环水未定期更换； 

6）废气输送管道破损。 

2.6 预防措施 

2.6.1 对废气处理设施定期检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的电机装置。 

2.6.2 加强与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当废气量或污染因子浓度可能超标时

提前预告。 

2.6.3 公司制定并严格执行废气净化操作规程，对废气处理设施定期检

修，及时更换药品或吸附物品。 

2.6.4 建立长效的环境隐患排查机制，杜绝带病运行，提高设备设施的安

全可靠性。 

2.6.5 针对空气污染的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好相关的应急物资，如喷淋装

置、防毒面具等。 

2.6.6 厂务工程部定期请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公司废气实施监测，发现异

常或超标等情况及时处置。 

 

3 应急处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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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应急处置员应穿戴与污染物的危险危害特性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用

品，并按以下顺序实施救援行动： 

（1）查明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已造成的污染范围、影响

程度、影响后果等情况，及时向现场指挥官和专家咨询组报告； 

（2）实施现场处置行动。 

3.2 对于废气处理设施导致的废气突发超标排放，应按以下顺序进行现

场处置： 

1）立即对产生废气的生产工序发出停止运行指令，停产发布权限由现

场副总指挥以上权限的人员发布。 

2）应急处置员同时对外散的有害气体及时喷洒消防水进行洗消，降低

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3）在应急专家的指导下，应同时对废气处理设施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如更换药水、更换管道、故障电机设备等。 

在上述处置工作中，应发挥整体的救援体系作用，采取最为直接、

有效的措施达到应急处置目的。 

3.3 对于周边居民的投诉，公司应正确理解，必要时指派公司代表与居

民代表接洽，说明公司解决问题的诚意，协商共同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

对废气进行监测。同时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等上级环保部门

做出书面承诺，在限期内进行整改，杜绝废气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以避免被政府约谈甚至处罚。 

3.4 当废气超标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予以支

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公司及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官应

立即向观湖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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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4.1 在应急处置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2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的发生。 

4.3 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时，由厂务工程

部负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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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二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

高效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等有关法律、法规、标

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水处理站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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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水处理站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废水处理站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 

 

2.1 超标排放的主要致因及环境风险分析 

2.1.1 主要污染因子及排放量一览表 

 

1 废水站设计日处理能力 500吨 

2 排污许可证允许的日排放量 100.8吨 

3 平均日排放量 70吨 

4 应急池容量 300吨 

5 废水污染因子 PH、COD、总氮、氨氮、总磷 

 

2.1.2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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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废水超标排放原因分析 

 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引起公司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1）生产废水量骤增超过设计处理量，如生产量陡然增大； 

（2）废水浓度过高； 

（3）电力供应不足或停电； 

（4）废水处理设施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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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药不及时； 

（6）生产人员误操作； 

（7）排放水池监测不及时或数据有误； 

（8）和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 

（9）废水管网跑、冒、滴、漏； 

（10）污泥沉积过量； 

（11）火灾引起次生性废水污染； 

 

2.2 预防措施 

（1）按照环保主管部门的规定，严格实行废水的总量控制，产量、

废水量与污水处理站的处理能力合理匹配。 

（2）废水处理站加强与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当废水量或污染因

子浓度可能突然升高时提前发出预警信息。 

（3）加强废水处理设备设施及废水管道的维护、管理，发现故障

及时修复。定期清理废水池的污泥，并妥善存放、转运。 

（4）备用发电机保证在短时间内连续供电。 

（5）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废水处理操作规程，实行标准化操作；

操作人员外送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6）做好总排口的污染因子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 内部检测机制： 

 *定期由废水处理站员工使用 PH计对 PH值检测一次； 

# 外部监测机制： 

 *由专业有资质检测机构定期对公司废水 PH、COD、总磷、氨氮、总氮

监测一次； 

# 应急检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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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紧急情况后，由废水处理站员工对 PH值、COD进行紧急检测； 

 *应急监测组紧急联系外部专业监测机构扩大应急，寻求支援。 

（7）废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各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如下：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标准（mg/l） 

1 PH 6-9（无量纲） 

2 COD 20 

3 总氮 1 

4 总磷 0.2 

5 氨氮 1 

 

3 应急处置要点 

3.1 废水出现超标时的应急流程： 

（1）确认废水超标时，立即关闭总排口，拧开应急阀，用泵将超标废

水抽入应急池，应急池的有效容量为 300方，有足够的容量应急。当应

急池的水位达到 70%时，现场副指挥官权限以上的人员通知生产部门实

施部分停产以减少废水排放；当应急池的水位达到 85%时，现场副指挥

官权限以上的人员通知生产部门立即停产停排。 

（2）化验室对废水检测，并制定出应急方案，通过调整加药量等方法

对废水进行处理； 

（3）对再次处理后的废水进行检测，直至达标； 

（4）待以上步骤全部执行完毕后，将废水完全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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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体事件的处置措施如下: 

序号 事件 处置措施 

1 PH值超标 
如 PH值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投加适

量的氢氧化钠或硫酸，并加大监测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2 COD超标 

如 COD 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生化系统,并适当延长反应时间,同时加大监测

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3 总磷超标 
原因多为：生物脱磷未达到效果。故而加大脱泥的频次，

以达到总磷浓度下降。此外，可加大絮凝剂的量。 

4 氨氮超标 
立即检查氨氮总氮降解菌的含量，同时检查曝气池各种

参数是否正常，并适当降低曝气强度。 

5 总氮超标 

如总氮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生化系统,并适当延长反应时间,同时加大监测

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6 
废水管网跑、冒、滴、

漏 

如属管道污堵,则通知相关部门停止生产,停止所属管网

的设备生产,投加适量的清洗药剂疏通管道,同时将溢流

出来的污水紧急收集到其它运行设备的污水箱,使之输

送到污水站处理;如属管道破裂或粘接老化引起的跑、

冒、滴、漏,则通知相关部门停止生产,紧急进行更换或

焊接管道,同时收集污水。 

7 加药不及时 
暂停处理,废水通过污泥浓缩池经过压泥系统变成滤液

再回到废水调节池进行处理。 

 

4 注意事项 

4.1 在应急处置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2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的发生。 

4.3 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时，由厂务工程

部、废水处理站负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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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三 

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火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地处置突

发性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国务院第 373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火灾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发生区域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为 

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发生火灾区域的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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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发生区域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发生区域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 

 

2.1 主要的火灾爆炸致因及环境风险分析 

（1）公司生产车间内有各类用电设备，如保养不到位、电气短路或

过载将会引起火灾。公司办公室内配备电脑、空调、复印机、打印机等

多种办公设备，如使用不当、电源线老化等原因，将会引起火灾。 

（2）违规动火作业引起火灾。外来施工方或本公司设备设施维护检

修动火作业过程中，人为失误引起火灾。 

（3）人为破坏造成火灾。 

2.2 火灾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事件 

    （1）灭火的消防水含有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时，将会导致水体

污染。 

（2）由于火灾事件导致危险化学品容器（如：硫酸）破裂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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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泄漏。 

2.3 火灾事件的预防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事件，应采取如下预防控制措施： 

（1）制定科学的安全用电操作规程，要求所有电气安装、维护作

业必须由持证电工实施，平时加强电气设施的专项安全检查，防止短路

或触电事故。 

（2）实行动火作业许可制度，严禁违规动火。 

3 应急处置要点 

                              表 1   应急处置措施 

步骤 处置措施 责任人 

事件特征 

1.发生火灾前可能的信号有：烧焦气味、 冒烟、 

电气设备短路、设备异常高温；  

2.火灾警示信号为：烟感报警、消防警铃响起，

消防广播等。 

/ 

首先发现者

报告 

首先发现初起火灾员工立即使用灭火器进行灭

火，同时高声呼叫寻求支援。如果不能迅速扑灭

初起火灾，立即报告现场管理人员。 

首先发现者 

成立现场处

置小组 

现场管理者立即成立现场处置小组：报警员、处

置员、现场维护员。 

现场处置小组

组长 

报告 将事件情况报告给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人。 报警员 

停止作业,疏

散员工 

1.现场维护员立即按响消防警铃； 

2.高声通知抢险之外的人员撤离现场, 安排人员

打开疏散通道, 专人照顾孕妇、病患疏散；  

现场维护员 

电源关闭 立即关闭着火区的电源。 处置员 

可燃性固体

物料火灾 

1.使用干粉灭火器、消防水枪进行灭火； 

2.在完全断电前严禁使用水灭火。 
处置员 

电气火灾的

现场抢险 

1.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 

2.严禁使用水灭火。 

 

处置员 

切断火势蔓

延的途径 

1.冷却和移除受火势威胁的压力及密闭容器； 

2.移除周围的可燃物料。 

处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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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引起易

燃危险化学

品或液体危

险化学品大

量泄漏的次

生环境污染

事件 

1.如包装桶已发生泄漏，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迅速将包装桶移至安全区域，并更换。 

2.少量泄漏用不可燃的吸收物质收容和收集泄

漏物（如：沙子、泥土），并放在容器中等待处

理。 

3.大量泄漏采用围堤、覆盖、收容等方法。 

 

 

 

 

 

 

 

处置员 

灭火的消防

水含有危险

化学品或危

险废物时，引

起对水体污

染的次生环

境污染事件 

（1）用沙包或阀门拦截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 

（2）第一时间联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清运

废水。 

（3）必要时，修筑围堰拦截污水或将污水引致

低洼处，等待处理。 

火灾引起空

气污染 

1、生产部门立即停止生产。 

2、迅速转移伤员至空气新鲜处，使之脱离危险

环境； 

3、现场处置员采取堵漏、喷洒中和、转移等必

要措施，控制污染扩散，降低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处置员 

人员的现场

紧急救护 

1、受伤人员肢体骨折,应采取伤肢固定措施,有

出血时需采取止血措施,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2、如受伤人员被压在重物下面,应立即搬开物

品,抢救受伤人员。 

3、在抢救受伤人员的同时,立即拨打 120急救中

心电话,进行救治。 

4、发生重伤、死亡事件,保护好现场,配合上级

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处置员 

抢险结束 

经全面仔细检查符合下列应急结束条件： 

1.火灾完全扑灭, 经仔细检查无残留火源； 

2.所有物体已回到常温状态，人员已妥善疏散或

救治。 

事件部门负责

人 

 

表 2  常见危险化学品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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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火灾扑救方法 

腐蚀品 

腐蚀性物品着火时，可用雾状水、干砂、泡沫、干粉等扑救。硫酸、

硝酸等酸类腐蚀品不能用加压密集水流扑救，因为密集水流会使酸液发

热甚至沸腾，四处飞溅而伤害扑救人员。 

扑救腐蚀性物品火灾时，还应注意节约水量和水的流向，同时注意

尽可能收集灭火过程产生的废水，以免污染环境，甚至污染饮用水源。

腐蚀性物品的火灾扑救，应做好个体防护措施，使用防毒面具、防化服、

防酸碱手套等。 

氧化剂 

氧化剂引起的火灾，一般可用砂土进行扑救；大部分氧化剂引起的

火灾都能用水扑救，最好用雾状水。如果用加压水则先用砂土压盖在燃

烧物上，再行扑灭。过氧化物和不溶于水的液体有机氧化剂，应用砂土

或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扑救。这是因为过氧化物遇水反应能放出氧，

加速燃烧；不溶于水的液体有机氧化剂一般比重小于 1（比水轻），如

用水扑救时，会浮在水上面流淌扩大火灾。 

易燃液

体 

一般而言，对比水轻（比重小于 1）又不溶于水的易燃和可燃液体，

如开油水等的火灾，可用泡沫或干粉扑救。初始起火时，燃烧面积不大

或燃烧物不多时，也可用二氧化碳扑救。不能用水扑救，因为当用水扑

救时，易燃可燃液体比水轻，会浮在水面上随水流淌而扩大火灾。 

比水重（比重大于 1）而不溶于水的液体，如二硫化碳、萘、蒽等

着火时，可用水扑救，覆盖在液体表面的水层必须有一定厚度，方能压

住火焰。如使用化学泡沫灭火时，泡沫强度必须比扑救不溶于水的易燃

液体大 3－5倍。 

 

4 注意事项 

4.1 抢险人员应当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尽量穿防火服、戴好过滤式防护

面具；  

4.2 使用水灭火时必须先将着火区域的电源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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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火灾失控，威胁到抢险人员安全时，现场指挥人员下令所有人员撤

离现场； 

4.4 在抢险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5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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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四 

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受限空间突发作业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突发作业事件的应急响

应，公司的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包括了：进水池、污泥池。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水处理站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水处理站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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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废水处理站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安全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 

 

2.1 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作业易导致的事件范围及后果：  

1．中毒事件危害范围及后果：  

   发生中毒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受限空间作业环境中的

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主要有一氧化碳、氰化物、苯、硫化

氢……等造成急性中毒。中毒者一般会出现紫绀、昏迷、惊厥、呼吸困

难、休克等。引起全身各系统与组织（皮肤粘膜、呼吸、消化、循环、

泌尿、血液、神经等）的损害，甚至造成中毒者死亡。 

2．缺氧窒息事件：  

   发生缺氧窒息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受限空间作业环境

中的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其危害后果主要会导致中毒人员

昏迷、死亡（根据受限空间氧气含量及消耗量的不同，其后果有轻有重）。  

2.2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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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水处理池受限空间场所以及在受限空间场所作业前应做好如 

下预防措施： 

（1） 我公司或外来施工方人员拟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事先向 

厂务工程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同意获得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后方可

启动作业程序。外来人员还需佩戴自带的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2） 公司安全主任应对拟进入废水处理池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进

行安全交底。 

（3）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应关闭进、出口的管道阀门，排空池 

内废水，实施强制鼓风换气，需 10 倍池容量的空气置换。但严禁直接

向废水处理池排放氧气或富氧空气。须确保 H2S、CO 的浓度分别在

10mg/m3、30mg/m3以下，且空气中的含氧量不低于 18%，否则应继续通

风换气。 

    （4）作业人员必须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如：雨鞋、手套、

防护服、过滤式防毒面具等。  

（5）作业人员进入受限空间工作过程中，应派专人实施安全监护，

同时应急物资必须现场摆放，包括：便携式鼓风机、防毒面罩、安全绳

等。当发现作业人员出现中毒或窒息症状时，抢救者必须戴上过滤式防

毒面具方可进入施救。 

 

3 应急处置要点  

  

3.1 员工一旦发现已经发生了受限空间作业事件或发现受限空间有受伤

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管理人员。 

3.2 现场管理者立即成立现场处置小组：报警员、处置员、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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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事件情况报告给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人。 

3.3 现场处置员用鼓风机立即向事件发生场所进行简单、快速的鼓风，

然后迅速戴上过滤式防毒面具，并携带绳子进入受限空间。 

3.4 处置员先用安全带系好被抢救者两腿根部及上体妥善提升使患者脱

离危险区域，避免影响其呼吸或触及受伤部位。  

3.5 抢险过程中，受限空间内抢险人员与外面监护人员应保持通讯联络

畅通并确定好联络信号，在抢险人员撤离前，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

位。  

3.6 救出伤员后，对伤员进行下述方式的现场急救，并尽快将伤员转送

医院。 

3.6.1 中毒急救  

（1）由呼吸道中毒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到新鲜空气流通的地方。  

（2）经口服中毒者，立即洗胃，并用催吐剂促其将毒物排出。  

（3）经皮肤吸中毒者，必须用大量清洁自来水洗涤。  

（4）眼、耳、鼻、咽喉粘损害，引起各种刺激症状者，须分别轻重，

先用清水冲洗，然后尽快送往医院，由专科医生处理。  

3.6.2 缺氧窒息急救  

（1）迅速撤离现场，将窒息者移到有新鲜空气的通风处。  

（2）视情况对窒息者输氧，或进行人工呼吸等，必要时严重者尽快送

往医院，由医生处理。  

（3）佩戴呼吸器者，一旦感到呼吸不适时，迅速撤离现场，呼吸新鲜

空气，同时检查呼吸器问题及时更换合格呼吸器。 

 

4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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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紧急救援时注意事项： 

（1）禁止在情况不明或无防护情况下，现场处置员盲目进入事故

现场，须保证人身安全。 

（2）处置员必须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呼吸器、工作服、

工作帽、手套、工作鞋、安全绳等），防止受到伤害。 

（3）在就近安全地带紧急抢救受伤人员，必要时及时转送医院救

治。 

（4）紧急抢救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因一时抢救无效而轻易放弃

抢救。 

（5）若出现财产损失，在优先抢救人员的前提下，及时抢救财物，

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4.2 在抢险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3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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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五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发生污染事件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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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发生区域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厂务工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 

公司运营过程中对土壤产生污染的风险主要来自危险化学品泄漏、

危险废物的泄漏对水体及土壤的污染、火灾产生的次生污染等环节。 

 

3  应急处置要点 

现场处置方案可参见《综合环境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

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

案》、《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具体可见如下应急

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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