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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了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使本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的风险因素，

在加强风险源监控和防范措施，有效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概率的同时，

制定应急响应措施，对实际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和紧急情况做出响应，

及时组织有效的应急处置，控制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的蔓延，最大限度地

减少伴随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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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提高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处理能力，全力、及时、迅速、高效地控制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规

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

地减少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厂界外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

介质，维护企业稳定，本着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2014

年 4月 24日修订，2015年 1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

2007年 8月 30日发布，2007年 11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7号），

1996年 5月 15日颁布，2008年 2月 28日修订，2008年 6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

2000年 4月 29日颁布，2015年 8月 29日修订，2016年 1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58号），2004年 12月 29日发布，最新修订发布时间和生效日期 2016

年 11月 7日；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 1月 8日）；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2014年 12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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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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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8日发布、实施； 

《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津政发〔2013〕3号)； 

《天津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5月 13日）；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2015年 5月 1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2016年 8月 1日生效)； 

《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

作的通知》（津环保应[2015]40号）； 

天津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企业版）；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开发区福源道5号的压缩机生产厂

区（以下简称“福源道工厂或 F厂”）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1.4 工作原则 

提高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理能力，全力、及时、迅速、高效地控制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2.基本情况 

2.1 单位的基本情况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位于天津新技术产

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注册资本为 2206.4043万美元，该企业经营范围为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阀门、工业控制产品、自动控制产品、传动装

置、压缩机及相关产品，以及供热、通风制冷、空调及水控制产品、系

统、组件和部件；技术咨询服务、售后服务及以上商品及相关产品的批

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及其它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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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在武清开发区设有 2个厂区，压缩机厂区位于天津市武清

区开发区福源道 5号（以下简称“福源道工厂或 F厂”），阀门传感器厂

区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开发区泉汇路 9号（以下简称“泉汇路工厂或 Q厂”）。

两个厂区相距约 3.5公里。本预案适用范围只包括 F厂区。 

F厂区占地面积为 5万 m2，厂房占地面积分别为 2.7万 m2。主要生

产压缩机产品，其中压缩机客体、轻商压缩机生产线于 2003 年投产，

百福马压缩机生产线于 2005年投产，蓝一代压缩机产线于 2007年投产。

公司现有职工 600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221人，操作人员

379人。分两班制和三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 

2.2 生产的基本情况 

2.2.1主要产品产量及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表 2.2-1主要产品基本情况 

厂区 产品名称 用途 年产量 

福源道工

厂 
商用压缩机 制冷设备 30万台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见企业风险评估报告。 

2.2.2主要生产工艺介绍 

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流程详见企业风险评估报告。 

2.2.3主要环保设施状况 

公司的环保设施状况如下表： 

表 2.2-2主要环保设施状况 

序号 设备名称 位置 数量 处理能力 功能 

1 
生产废水处理设

施 
福源道工厂 

1 2吨/小时 清洗废水处理

（两个处理设施

分期建设） 2 
生产废水处理设

施 
1 4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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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雨、清、污水收集与排放情况 

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雨水排入城市雨水管网。污水排水包括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为公司工艺废水主要来自冲洗设备

清洗废水和磷化工序产生的废水，清洗废水进入厂区内建设的污水处理

站进行前处理，然后与生活污水（主要为日常盥洗、厕所排水）混合后

进入华电水务（天津）有限公司污水站。为满足生产的需要，福源道工

厂先后分批次建了 2 座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均为“絮凝沉淀+砂滤+

活性炭吸附”，具体流程如下： 

 

图 2.2-1福源道工厂污水站工艺流程 

公司的雨水、污水管网图请见附图。 

2.3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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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危险化学品的基本情况 

对照《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版》，福源道工厂所涉及危险化学

品包括乙醇、乙炔、氩氢混合气、硫酸、氢氧化钠等。主要贮存于化学

品柜、气体汇流排间及污水站，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3-1 福源道工厂危险化学品情况表 

序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 危险化学品用途 日常最大储存量 位置 

1 乙醇 擦拭工件 95kg 
各车间防爆

柜 

2 盐酸 污水处理 4.5L 
滴定台、防

爆柜 

3 硫酸 污水处理 1000kg 污水站 

4 氢氧化钠 污水处理 167kg 污水站 

5 乙炔 焊接 3瓶40L/瓶 汇流排间 

6 
氩氢混合气（5%氢

气） 
焊接 16瓶/组412 组 汇流排间 

7 天然气 燃料 管道输送 管道输送 

8 R32（二氟甲烷） 实验室检测 2瓶11.3kg/瓶 R32实验室 

9 氧气 焊接 3瓶 汇流排间 

 

 
 

硫酸储罐 乙炔汇流排间 

危险化学品理化特性、危险特性及毒性数据参见风险评估报告章节

3.4.1物质危险性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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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危险废弃物的基本情况 

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临时存放于指定的危废储存场所，设有明显标

示牌，储存场所设置防渗漏、防流失措施。液体类、粉尘类危险废物均

在密闭专用容器储存并贴有危废标签，液态危险废物置于防泄漏二次收

集容器上。 

  

危险废物存储区照片 1 危险废物存储区照片 2 

公司危险废物的处置情况详见表 2.3-2： 

表 2.3-2危险废物的处置情况 

序号 

危险废物委

托利用处置

单位名称 

危险废物的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2017 年计划委托利用

处置量（吨） 

1 

天津合佳威

立雅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 

水处理污泥 HW49 87 

2 废灯管 HW29 0.3 

3 废机油 HW08 1.5 

4 废电瓶 HW49 0.5 

5 废测试油 HW08 0.5 

6 清洗废液 HW0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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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含切削液废液 HW09 116 

8 立方桶 HW49 650个 

9 200 升铁桶 HW49 230个 

 

公司危废属委外处置，处理公司为：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世亮，电话：022-28569812。 

厂区内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概况：  

1) 公司污水站产生的污泥和机加工污泥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储存

容器采用铁桶或木箱，存储场所设有防泄漏沟槽。 

2) 公司产生的废测试油、废机油、废油桶等沾染物均统一收集储

存于危废存储地点。储存废油的容器全部采用铁桶，防止渗漏。

贮存过程中严格要求消防工作扎实，安全设施齐全。存储场所

设有防泄漏沟槽。 

3) 公司产生的废电瓶、废灯管均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2.4 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公司福源道工厂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开发区福源道 5号。 

2.4.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对福源道工厂周边 5 公

里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进行列表分析，详见下表。 

表 2.4-1福源道工厂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序号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方位 
距最近厂界距离

（米） 
功能 

1.  天鹅湖度假村 NW 600 居住区 

2.  曹园村 E 460 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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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官屯街 ENE 1100 居住区 

4.  徐官屯中学 ENE 1500 学校 

5.  柴官村 ENE 1250 居住区 

6.  小辛庄 E 1850 居住区 

7.  段庄中心小学 ENE 2600 学校 

8.  郑楼村 NNE 1250 居住区 

9.  薛庄 NE 2250 居住区 

10.  段庄 ENE 2350 居住区 

11.  黄庄 NE 2400 居住区 

12.  沙古滩 NNE 2300 居住区 

13.  宝稼营 NNE 2150 居住区 

14.  天津天狮学院 N 200 学校 

15.  东方工商大学 N 840 学校 

16.  陈官屯 N 1650 居住区 

17.  孙官屯 N 2100 居住区 

18.  大张庄 NW 1100 居住区 

19.  小张庄 NW 1350 居住区 

20.  杨村第十中学 W 4500 学校 

21.  大顿邱 WNW 1900 居住区 

22.  凯旋王国 WS 4900 
大型主题

公园 

23.  杨村第六中学 WS 2100 学校 

24.  武清区政府 WS 3000 政府机关 

25.  杨村第九中学 WS 3700 学校 

26.  北郑庄 SSW 1050 居住区 

27.  上朱庄 ESE 1250 居住区 

28.  小东庄 SE 1950 居住区 

本厂区周边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渔业水域、

珍惜水生生物栖息地等区域。 

3. 环境风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估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附录 A“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企业生产、加工、使用、

存储的所有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 Q<1，因此可直接评定

本公司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详情请见《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

道工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4.组织机构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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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救援，本公司建立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

紧急情况下人员、资源配置、应急反应小组人员调动；确定现场指挥人

员；调查事故原因；批准预案的启动与终止；事故的上报及预案演练等。 

4.1 指挥机构构成 

组织体系：公司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由

公司总经理和运营总监组成。工厂下设环境事故应急办公室（设在设施

部）和 5个应急工作组。各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在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

下分工合作，完成应急抢险任务。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如图 4.1-1所示： 

 

4.1-1应急组织结构图 

4.2 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1）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 

1) 组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2) 负责进入应急响应程序时负全面指挥职责组织指挥全公司的应

急准备与响应； 

总指挥 

副总指挥 

环境事故应急办公
室 

应急救援
组负责人 

应急救援
组成员 

后勤保障
组负责人 

后勤保障
组成员 

安全防护
组负责人 

安全防护
组成员 

救护组组
负责人 

救护组组
成员 

警戒疏散
组负责人 

警戒疏散
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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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责批准应急预案的启动与终止，负责生产系统开停车的调度指

挥； 

4) 负责配备应急物资装备及队伍，定期组织应急培训和演练。 

5) 负责主持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 

6) 负责组织事故后的相关调查分析工作。 

7) 负责提供应急准备与响应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8) 负责有计划的组织实施图大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培训和应急预

案的演习，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 

（2）总指挥职责： 

1) 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2) 负责本单位应急的指挥工作； 

3) 负责向政府有关救援部门请求救援，报告救援情况；接受上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 

4) 确定现场指挥部人员名单，并下达派出指令； 

5) 负责配备应急物资装备及队伍，统一协调应急资源。定期组织

本单位员工的应急培训工作和组织员工进行桌面和综合演练； 

（3）副总指挥职责： 

1) 协助总指挥或应急总指挥后备人员的工作； 

2) 总指挥或应急总指挥后备人员不在时履行总指挥的应急指挥职

责，必要时代表指挥部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4.3 应急处置队伍及职责 

（1） 应急救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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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受理事件警报，对接警出动情况，事故部位、事故性质

及事故严重程度等记录，并及时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 

2) 根据指挥部命令，调动救援人员及救援物资； 

3) 参与公司现场应急救援抢险工作； 

4) 确认人员被困情况，及时抢救伤员； 

5) 根据事故情况，确认是否需要外部增援； 

6) 在灭火战斗过程中发生消防设备故障时，及时组织抢修。 

（2） 后勤保障组： 

1) 根据应急指挥部的命令，及时组织事故抢险救灾所需物资的

供应、调运； 

2) 及时组织事故后恢复生产所需物资的供应和调运，使灾后生

产能够尽快恢复； 

3) 负责受灾人员的安置、协调善后重整工作。 

（3） 安全防护组： 

1) 负责紧急情况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包括泄漏控制及泄漏物处

理、设备抢修）； 

2) 设施、电力等与相关承包商的联系； 

3) 负责事故现场及有害物质扩散区域内的洗消、废弃物处理、

监测工作； 

4) 负责建筑物、设备、气体、水、电、消防设施的维护、运行

调度 

（4） 救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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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组织现场医疗救护指挥及负伤人员的分类抢救和护送

转院工作； 

2) 确认负伤者的详细信息，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3) 特定急救药品的配置； 

4) 灾害当班人数及公司内相关方人数的查询统计。 

（5） 警戒疏散组： 

1) 公司周边的交通整理及消防车辆等的交通引导； 

2) 员工避难引导指示； 

3) 警戒线的设定、警戒、不法入侵者的管制（和涉外部协作）； 

4) 应急救援车辆的引导、准备； 

5) 临时停车的设定，对应； 

6) 通知并疏散周围人员。 

具体负责人和成员详见下表： 

表 4.3-1 F厂内部应急救援组织机构人员联系方式 

序号 岗位 职务 姓名 24 小时联系方式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值

守电话 
警卫 / 82197110 

2 应急救援总指挥 总经理 许德慧 13902080616 

3 应急救援副总指挥 运营总监 张瑞兴 13820536233 

4 应急救援组负责人 EHS经理 王海涛 8219 7324 

5 

应急救援组成员 

生产经理 郭少斌 18622858988 

6 生产经理 齐明 18702221826 

7 生产经理 王丽华 8219 7596 

8 救护组负责人 EHS工程师 肖同建 8219 6619 

9 

救护组成员 

安全协调员 张洪林 8219 7676 

11 安全协调员 王春光 8219 7657 

12 安全协调员 李生达 13821016462 

13 警戒疏散组负责人 生产经理 孙海亮 8219 7246 

14 警戒疏散组成员 安全协调员 宁玉伟 8219 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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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全协调员 王虎 13502131285 

16 后勤保障组负责人 维修经理 盛金浩 8219 7415 

17 
后勤保障组成员 

维修主管 姚建华 8219 7625 

18 生产经理 王娟 8219 6610 

19 安全防护组负责人 EHS工程师 王丽 2750 5948 

20 安全防护组成员 安全协调员 顾兴国 8219 7565 

 

5.应急能力建设 

本章内容详见《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环境应急资源

调查报告》。 

6.预警与信息报送 

6.1 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6.1.1及时有效的报警装置 

（1） 可燃气体监测系统：本公司储存和使用氢气、乙炔、氧气、

氩氢混合气、R32、天然气等易燃气体，气体汇流排间和使用易燃

气体的生产区域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当气体泄漏达到其低限

位浓度时，报警器报警并将信号传送到中控室，中控室指挥现场人

员采取应急措施。 

（2） 火灾报警系统：危险场所设置火灾手动报警按钮，位于消

防栓的旁边，为一个 8厘米见方的带玻璃门的红色小盒。打碎玻璃

门时，中控室将会有报警产生。中控室消防控制系统报警时，值班

保安要立即做出恰当反应，立即联系当班的其他保安，命令其立刻

跑到报警区域确认情况。必要时，保安立即拉响全厂的火灾报警，

并通过公司的广播系统发布火警发生区域。作业人员听到报警后启

动应急救援预案。 

（3） 通讯工具：公司各部门均配有可直播厂内、厂外的电话系

统，可以迅速联系到任何人员。公司还为中控室值班人员配备对讲

机和厂区消防广播系统，保证在事故状态下的通讯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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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络机制：公司还与相邻单位及上级政府部门及救援组织

机构建立联系，如需外部支援可以迅速与外部联络。 

6.1.2快速的内部、外部通讯联络手段。 

员工应掌握以下应急救援电话，夜间由当班班长承担应急值守和信

息报告职责，公司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F厂 82197110。公司外围联

动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1 医疗救护 120 

2 公安机关 110 

3 公安消防 119 

4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管委会 022-82115688 

5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安监局 022-82111135 

6 天津市武清安监局 022-82125008 

7 武清区环保局监察支队 022-22173038 

8 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 022-29381111 

9 徐官屯医院 022-29342773 

10 泉兴医院 022-82212688 

11 思科普压缩机（天津）有限公司 王臣 15222263505 

12 麦格昆磁(天津)有限公司 
郑永宝 13802118110 

胡小兵 13920926713 

13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张艳杰 13672021926 

14 天宝光碟有限公司 卢玉松 13920403872 

15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麟 1350211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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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16 天津大真空有限公司 赵树林 15022176000 

17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马东玲 13920021338 

18 瑞一（中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娜 13512066938 

19 天津怡浓食品有限公司 商健 13110082333 

 

6.2 信息报告与处置 

6.2.1公司内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现场人员立即将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情况向

应急值班室（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F厂 82197110）报告，应急值班室

立即向应急办公室或直接向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指挥部接到报告后，

应立即组织应急救援工作。 

24小时有效报警程序： 

人工报警：要求每位员工熟悉报警电话，不能使用手机等易产生电

火花的通讯工具。 

向周围群众报警，可用大声呼喊和敲打发出声响器具的方法报警，

向群众说清什么地方，什么东西着火，通知人们前来灭火还是紧急疏散。 

6.2.2公司外报告 

超出本公司的应急能力需要外界支援时，应立即向武清区环保主管

部门及有关应急救援部门求援（环保、消防、医疗、安监、公安等），

及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情况（包括伤亡人员、发生事故时间、地

点、原因等），当事故可能影响相邻企业或人员时应立即通知对方。 

应急办公室针对可能导致综合应急预案中突发事件发生的因果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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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建立有效的监控和跟踪机制，对突发事件做到提前预防、早有准备、

紧密跟踪、及时报告、适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6.2.3报告和记录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类别；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概况和处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已污染的范围；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潜在的危害程度；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转化方式趋向； 

◇现场人员状况：人员伤亡及撤离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对周边环境影响情况及可能受影响区域；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件对周边社会或单位人员影响情况，是否波及社会人群或造成财产

的威胁和影响； 

◇申请协调、支持的事项； 

◇报告人的单位、姓名、职务和联系电话。 

6.2.4应急记录及保存 

应急值班室和应急办公室都应建立应急工作记录本，对整个应急行

动过程进行记录。应急办公室收集汇总全部应急活动记录整理存档，并

作为总结和汇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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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信息通报 

应急值班室通过电话向附近区域通报事故信息内容、危害，通知其

抓紧预防及撤离。 

7.应急响应和应急预案 

7.1 分级响应机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4〕119号），按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

范围，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I 级响应）、重大（II

级响应）、较大（III 级响应）、一般（Ⅳ级响应）四级。本报告将一般

（Ⅳ级响应）级别以下定为企业级（包括车间级和公司级）。超出本级

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本预案不涉及

特别重大（I级响应）、重大（II级响应）、较大（III级响应）、一般（Ⅳ

级响应）级别。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同时结合环境风险分析的结论，应急响应级

别及相应的应急措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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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福源道工厂泄漏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及相应的应急措施 

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响应级别 应急措施操作规程 

各车间化学

品柜 

500ml乙醇包装瓶破损发

生泄漏 
车间级 

发现泄漏后，现场人员立即上报该车间应急人员，应急人员立即上报

应急指挥办公室，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同时，应急人员穿防静电工

作服，用砂土进行吸附，采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至密闭应急桶中暂存，事故

结束后作为危废交给有资质机构处置 

危废存储区 
废机油、废清洗液包装物

破损发生泄漏 
车间级 

发现泄漏后，现场人员立即上报该区域应急人员，应急人员立即上报

应急指挥办公室，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同时，应急人员用砂土吸附

泄漏物，采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至密闭应急桶中暂存，事故结束后作为

危废交给有资质机构处置 

生产区 

乙炔/氩氢混合气输送管

道阀门、接头发生泄漏 
车间级 

乙炔/氩氢混合气发生泄漏后，可燃气体报警器发出报警，联动气体

输送管道阀门自动关闭，中控室立即上报应急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

办公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现场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应

急人员迅速疏散泄漏区污染人员至上风处，严格限制出入，合理通风。

漏气部位进行堵漏，事故结束后进行修复、检验后再启用 

R32气瓶阀门、接头发生

泄漏 
车间级 

R32 发生泄漏后，可燃气体报警器发出报警，中控室立即上报应急指

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现场值班人员，启动

车间级应急预案。应急人员迅速疏散泄漏区污染人员至上风处，严格

限制出入，合理通风。及时联系供应商，对破损气瓶进行堵漏、隔离

处理，事故结束后修复、检验后再启用 

天然气管道阀门、接头发

生泄漏 
车间级 

天然气发生泄漏后，可燃气体报警器发出报警，中控室立即上报应急

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现场值班人员，启

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应急人员迅速关闭截断阀，切断火源，开启车间

排风系统 

气体汇流排

间 

乙炔气瓶、管道阀门、接

头发生泄漏 
车间级 

可燃气体报警器发出报警，联动汇流排间事故排风系统，中控室立即

上报应急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现场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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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应急人员迅速疏散泄漏区污染人员至上

风处，严格限制出入，合理通风。及时联系供应商，对破损气瓶、管

道进行堵漏，事故结束后进行修复、检验后再启用 

污水处理间 

酸碱储罐发生破损发生

少量泄漏 
车间级 

发现泄漏后，现场人员立即上报，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

员，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应急人员穿防护服，防护雨靴，从上风向

进入现场。立即采取紧急堵漏措施，紧急切断进、出料阀门，降温、

泄压，防止酸碱继续外泄。待故障排除、设施修复且可以正常运转后

方可投入生产，泄漏的酸碱废液经地沟排入中和水池内，经中和处理

达标后外排，严禁废液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市政管网或附近水环境中。 

酸碱储罐发生破损发生

大量泄漏 
车间级 

发现泄漏后，现场人员立即上报，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

员，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应急人员戴全面式呼吸罩，穿防护服，防

护雨靴，从上风向进入现场。立即采取紧急堵漏措施，紧急切断进、

出料阀门，降温、泄压，防止酸碱继续外泄。待故障排除、设施修复

且可以正常运转后方可投入生产，泄漏的酸碱废液经地沟排入中和水

池内，经中和处理达标后外排，严禁废液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市政管网

或附近水环境中。 

环保措施失

效 
喷粉除尘设备失效 车间级 

现场人员立即上报，通知设备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尽快使其正常运行。

采取降负荷运行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若超过三天未维修好，立即

停产 

 

表 7.1-2福源道工厂火灾事故的应急响应级别及相应的应急措施 

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响应级别 应急措施操作规程 

各车间化学

品柜 

500ml乙醇包装瓶破损泄

漏遇火源发生火灾 
车间级 

火灾扑救过程中，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

应急预案。灭火人员必须穿戴全身防护服，采用砂土进行灭火。灭火

完成后，使用砂土吸收泄漏物料，处理完后将含物料的消防沙或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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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危废处理。 

生产区 

乙炔/氩氢混合气输送管

道阀门、接头泄漏遇火源

发生火灾 

车间级 

火灾扑救过程中，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

应急预案。灭火人员首先关闭阀门，切断气源，必须穿戴自给式呼吸

器和全身防护服，采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灭火完成后，

对灭火后的泡沫进行收集后作危废处理。 

R32气瓶阀门、接头泄漏

遇火源发生火灾 
车间级 

火灾扑救过程中，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

应急预案。灭火人员首先关闭阀门，切断气源，必须穿戴自给式呼吸

器和全身防护服，采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灭火完成后，

对灭火后的泡沫进行收集后作危废处理。 

天然气管道阀门、接头泄

漏遇火源发生火灾 
车间级 

火灾扑救过程中，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

应急预案。灭火人员首先关闭阀门，切断气源，必须穿戴自给式呼吸

器和全身防护服，采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灭火完成后，

对灭火后的泡沫进行收集后作危废处理。 

气体汇流排

间 

乙炔气瓶、管道阀门、接

头泄漏遇火源发生火灾 
车间级 

火灾扑救过程中，中控室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值班人员，启动车间级

应急预案。灭火人员首先关闭阀门，切断气源，必须穿戴自给式呼吸

器和全身防护服，采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灭火完成后，

对灭火后的泡沫进行收集后作危废处理。 

污水处理间 酸碱储罐发生破损 / / 

环保措施失

效 
喷粉除尘设备失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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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现以上表中车间级响应的事故类型时，企业负责人启动现

场级响应，不启动厂区警报，事故发生区域的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指挥，

实施现场处置。 

（2）出现以上两表中公司级响应的事故类型时，企业负责人启动

公司级响应，启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报告武清区环保局。 

本预案的启动由总指挥批准、公司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执行如下

应急响应程序： 

（1） 事故发生初期，发生事故部门或现场人员应积极采取应急

自救措施，实施现场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2） 经过对警情综合判断后报请总指挥决定，启动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

单位负责人应迅速到位履行职责，及时组织实施相应的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并随时将事故抢险情况报告。 

（4） 综合事故现场情况划定危险区域、缓冲区域、安全区域； 

（5） 根据人员接触及对事故现场内重要系统、环境、财产、应

急人员工作区域影响等因素的考虑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6） 驻公司保安加强事故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

导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 

（7） 立即组织医疗急救队伍抢救伤员，其他相关部门做好抢救

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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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应急指挥部要及时向武清区环保局、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指挥部报告突发环境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

情况。 

（9） 事故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及时报请上一级应急

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当上级政府、部

门和单位负责指挥现场救援工作时，公司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

服从指挥。 

7.2 事故废水的收集和处置 

发生火灾爆炸或泄露事故时，在灭火或冲洗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事

故废水。雨水总排口应设置截止阀，应急指挥部应立即派人（联系人姬

云雷，联系方式 13702083651）关闭厂区雨水总排口；企业污水站调节

池总容积 80m3，正常生产时调节池水量约 20~30m3，因此事故状态下事

故废水可暂时存放到调节池，酸碱废水收集至中和水池暂存。严防严控

事故废水排出厂界。 

事故结束后对事故废水进行检测，主要检测因子为苯系物、石油类、

氟化物、硫化物等。同时企业与地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沟通，若事故废水

能够满足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则将事故废水经厂区总排口排入污

水处理厂处理；若污水处理厂无法处置，则将事故废水作危废交有资质

单位处理。企业加强事故废水应急收集措施和处理措施，严控严防受污

染事故废水进入市政雨水污水管网。 

7.3 应急设施（备）及应急物资启用程序 

在事故发生时，应急设施（备）及应急物资启用程序如下： 

（1）应急响应中心接到报警后迅速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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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情况。 

（2）夜间发生事故时，应急响应中心立即通知公司夜间值班领导

担负起临时指挥任务。 

（3）应急指挥中心根据造成突发环境事件的原因和事故情况，同

时根据本预案分级响应条件下达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指令。 

（4）现场指挥部指令开通事故广播、对讲机、内部电话、手机、

公司警报等通讯网络，做好信息传递和沟通。 

（5）应急指挥中心通知、调配各应急救援队伍。 

（6）现场指挥部调配应急资源包括物资装备等。 

7.4 抢险、处置及控制措施 

7.4.1应急处置队伍的调度 

应急开始后，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响应级别立即通知应急处置人员

在最短时间内带上防护装备、应急物资等赶赴现场，等候调令，听从指

挥。由各应急组组长分工，分批进入事发点进行现场抢险或处置。 

7.4.2抢险、处置方式、方法及人员的防护、监护措施 

应急处置队伍到达现场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展开抢险和处置。进入

现场时，应急人员应注意安全防护，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应急处理时

严禁单独行动。事故现场洗消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稀释。用水或稀碱液（小苏打）稀释现场泄漏的污染物料。 

（2）处理。对应急行动工作人员使用过后衣服、工具、设备进行

处理。当应急人员从现场撤出时，他们的衣物或其它物品应集中暂存，

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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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隔离。隔离需要全部隔离或把现场受污染环境全部围堵起来

以免污染扩散，污染物质要待以后处理。 

7.4.3现场实时监测及异常情况下抢险人员的撤离条件、方法 

发生下列情况，抢险人员应紧急撤离，并报告应急指挥部： 

（1）个体防护装备已经损坏或空气呼吸机气量不足时； 

（2）事故现场或建筑物发出异响时； 

（3）应急总指挥认为其他有必要的情况下。 

7.4.4控制事故扩大的措施 

（1）切断着火源或控制明火； 

（2）转移现场的易燃易爆物品，对于不能转移的易燃易爆品实施

降温、隔离等措施。 

7.4.5事故可能扩大后的应急措施 

（1）向武清区安监环保、消防等部门报告和报警，紧急请求启动

武清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紧急警戒疏散，根据事故影响情况确

定疏散撤离范围。 

7.4.6人员紧急撤离和疏散 

（1）事故现场 

当气站、气体汇流排间、危险化学品暂存区发生大量泄漏或火灾爆

炸后，现场应急指挥部在厂区事故发生区域设置警示牌，同时根据当时

的风向情况制定合适的疏散路线，向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发出撤离指令，

指示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事故区域的上风向或应急集合点；联系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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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组组长（王海涛，8219 7324），要求救护组组长派成员负责统计人数。

对疏散出的人员，要加强脱险后的管理，防止脱险人员对财产和未撤离

危险区的亲人生命担心而重新返回事故现场。必要时，在进入危险区域

的关键部位配备警戒人员。 

注意事项： 

1) 操作规程必须包括紧急停机程序； 

2) 非本企业人员的安全撤离由接待人员负责； 

3) 宣布应急结束前，任何人不得擅自返回工作地点。 

注：（福源道工厂：东侧厂区围墙外，人行通道） 

（2）非事故现场 

泄漏的物料引发的火灾产生的有害气体会危及本公司、周边企业人

员；物料发生火灾事故后（危害范围至下风向 500m），产生的有害气体

会危及本公司、周边企业人员。由应急总指挥（总经理许德慧

13902080616）直接联系周边企业负责人，简要说明事态的缓急程度，

积极配合好有关部门（公安、消防等）进行疏散工作，主动汇报事故现

场情况。同时安排人员向企业上风向处或临时安置点疏散。疏导人员首

先通过口头引导、广播引导通知事故现场附近人员先疏散出去，然后视

情况公开通报，告诉其他区域人员进行有序疏散，防止不分先后，发生

拥挤影响顺利疏散。 

（3）医疗救护 

1) 现场急救一般原则 

医疗救护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器材迅速进入现场危险区，沿逆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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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处，根据受伤情况进行现场急救。如：用清水冲

洗患者患处、涂抹药物进行简单处理、吸氧救治、人工呼吸、心脏挤压

等。 

2) 医疗救护程序 

根据“分级救治”的原则，按照现场抢救、院前急救、专科医救的

不同环节和需要组织实施救护。 

①安全进入毒物污染区 

对于毒物污染区以及严重缺氧环境，必须先予通风，医疗救护人员

需戴全面式呼吸罩，同时应佩戴相应的防护用品。 

②迅速抢救生命 

中毒者脱离染毒区后，应在现场立即着手急救。心脏停止跳动的，

立即拳击心脏部位的胸壁或作胸外心脏按摩；直接对心脏内注射肾上腺

素或异丙肾上腺素，抬高下肢使头部低位后仰。呼吸停止者赶快做人工

呼吸，最好用口对口吹气法。剧毒品不适宜用口对口法时，可用史氏人

工呼吸法。人工呼吸与胸外心脏按摩可同时交替进行，直至恢复自主心

搏和呼吸。急救操作不可动作粗暴，造成新的损伤。眼部溅人毒物，应

立即用清水冲洗，或将脸部浸人满盆清水中，张眼并不断摆动头部，稀

释洗去毒物。 

③彻底清除毒物污染，防止继续吸收 

脱离污染区后，立即脱去受污染的衣物。对于皮肤、毛发甚至指甲缝

中的污染，都要注意清除。对能由皮肤吸收的毒物及化学灼伤，应在现场

用大量清水或其他备用的解毒、中和液冲洗。毒物经口侵入体内，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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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洗胃或催吐，除去胃内毒物，并及时以中和、解毒药物减少毒物的吸

收。 

④送医院治疗 

经过初步急救，运出危险区域后送有关医院救治。 

7.5 应急监测 

公司没有对事故发生时所产生污染物进行监测的能力。在公司级事

故发生时监测组将邀请外部监测站进行监测，外部监测站出具监测方案，

外部监测人员负责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环境及时监测，确定危险

物质的成分及浓度，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

估，制定环境修复方案并组织实施，作好记录。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

析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

预测并报告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决策的依据。 

7.5.1水环境监测 

当发生车间级以上环境事件时，本公司应急指挥组织机构立即派人

截断厂区雨水总排。 

监测因子：根据危险化学品泄漏和发生火灾的种类，监测因子包括

pH、COD、BOD、SS、氨氮、苯系物、石油类、氟化物、硫化物等。 

监测时间和频次：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

性决定监测频次。一般情况下每小时取样一次。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

减少监测频次。 

测点布设：监测点位主要设2处，分别是污水总排口和雨水总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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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厂区的总排口个数进行测点布设。 

7.5.2大气环境监测 

监测因子：泄漏监测因子包括苯系物、非甲烷总烃等；火灾监测因子包括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化硫、氟化物、苯系物、非甲烷总烃等。 

监测时间和频次：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性决

定监测频次。一般情况下每小时取样一次。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减少监测频

次。 

测点布设：监测点位按照事故发生时的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和 5km

内的环境敏感目标的位置来设置，根据事故严重性决定布点个数。 

7.6 应急终止 

应急结束条件： 

（1） 遇险人员全部得到救治； 

（2）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 

（3） 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4） 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 

经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现场应急结束。应急结束后应明确： 

（1） 通知上级有关单位、本单位相关部门事故危险已解除； 

（2） 事故情况上报事项； 

（3） 需向事故调查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 

（4） 事故损失调查与责任认定； 

（5）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总结报告； 

（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 

8.后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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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关部门要本着积极稳妥、深入细致的原则，组织生产安全事

故的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安抚受害及受影响人员，做好

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参加救援的部门和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应急

救援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灾发生的费用，整理应急救援

记录、图纸，写出救援报告。设施部应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强化风险管

理，制定防范措施。 

后期处置主要包括污染场地处理、事故后果影响消除、生产秩序恢

复、善后赔偿、抢险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及应急预案的修订等。 

突发环境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设施部组织分析总结应急救援

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应急救

援总结报告并及时上报。 

8.1 现场恢复 

（1） 厂务部门组织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现场恢

复包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功能； 

（2） 现场恢复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录像、拍照、

绘图等，并将这些资料连同事故的信息资料移交给事故调查处

理小组； 

（3） 现场清理应制定相应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

发生二次事故。 

8.2 环境恢复 

在突发环境事故发生后，积极开展环境恢复与重建工作。明确环境

恢复对象（土壤、大气、水体），确定系统边界；诊断分析环境损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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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确定恢复目标，进行环境恢复的自然-经济-社会技术可行性分析；

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物的性质和当时气象条件，明确事故泄漏物污

染的环境区域；组织人员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检测分析，明确污染环境

中涉及的化学品、污染的程度、天气和当地的人口等因素，确定一个安

全、有效、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恢复方案。通过环境恢复方案的实施，使

污染物浓度到达环境可接受水平，后续进行监测、评价与反馈。 

8.3 善后赔偿 

应急终止后，针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及带来的不良后果，公司应根据

公司制度或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受害者（企业或个人）给予赔偿。 

9.保障措施 

本章内容详见《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环境应急资源

调查报告》。 

10．应急培训与演练 

10.1 应急培训 

10.1.1培训对象 

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各级应急管理人员、作业现场管理人员以及现

场操作人员。 

10.1.2培训要求 

公司应急负责部门和各所属部门每年应分析应急培训需求，编制应

急培训计划，并针对不同的岗位职责安排不同内容的培训，建立健全应

急管理培训档案，详细、准确记录培训及考核情况，评价和持续改进培

训效果。日常培训落实到专人负责，以免造成混乱及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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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培训内容与频次 

（1）应急救援人员常识培训 

培训对象 培训时间 培训常识内容 

 

 

 

公司所有 

员 工 

 

 

 

 

 

 

每年二次且

总培训时间

不少 16小时 

 

 

 

1.公司危险危害因素分析。 

2.可能的重大风险区域及风险类别。 

3.消防设施、器材、急救器材、急救药箱位置及使用操作

方法。 

4.事故发生的通报程序，疏散区域了解。 

5.各应急专业小组成员之职责及工作内容。 

6.人员受伤急救常识与处理。 

7.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 

8.通晓本预案所有程序及处理方法。 

9.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事项。 

  

（2）公司应急救援人员专业培训 

消 防 训 练 

训练时间 训练对象 培训内容 

每年二次 

应变队及 

义务消防 

队成员重点 

其它全体人 

员需参加 

1.辖区消防系统检查内容训练。 

2.干粉/CO2灭火器操作演习。 

3.消防水带测试与操作训练。 

4.冷却喷淋系统操作。 

（3）物质转移训练 

物质转移工具 操作人员 训练内容 

叉车 抢救队成员 
1.确认安全区。 

2.叉车调用信息及专用工具。 

平板车 抢救队成员 
1.叉车、吊车配合。 

2.转移区域及卸货。 

其它搬运工具 抢救队成员 1.吊车 

（4）泄漏堵源技术训练 

训练类别 训练人员 训练时间 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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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类别 训练人员 训练时间 训练内容 

管道泄漏 

抢修队成员 
不少于 

24小时 

1.泄漏物质辨识。 

2.抽堵盲板。 

3.带压补焊（非易燃物）。 

4.物料抽空。 

5.泄漏物料导流收集或砂土吸收或中和。 

6.树脂快速堵漏。 

容器泄漏 

1.确认泄漏物质。 

2.关闭进口阀。 

3.物料抽空导出。 

4.泄漏收集或砂土吸收或中和。 

储罐泄漏 

1.确认泄漏物。 

2.确认槽区排污井阀关闭，防外泄。 

3.槽区周围火源管制及侦测。 

4.槽罐物料抽空转移。 

5.泄漏物收集或砂土吸收或中和 

（5）现场急救训练 

训练类别 参加人员 训练内容 

人工呼吸法 

救护队 

成员重点 

其它全体 

人员参加 

1.口对口方法。 

2.胸外挤压法。 

3.以上配合方法。 

休克 

1.判明原因，立即人工呼吸。 

2.伤者保暧。 

3.观察体征，立即就医。 

创伤与流血 
1.外出血处理：割伤、裂伤、刺伤。 

2.内出血处理。 

烧伤、烫伤 电伤处理法、酸碱灼伤处理法、烧伤处理法、烫伤处理法。 

伤员搬运 
1.就地取材搬运。 

2.单人搬运、双人搬运、担架搬运方法。 

中毒 

1.撤离现场，于新鲜空气处。 

2.如有休克，立即做人工呼吸或吸氧。 

3.如有口入，催其呕吐。 

4.立即就医。 

10.2 演练 

公司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环境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习，以锻炼和提高

在突发事故情况下的快速抢险救援能力，及时营救伤员、正确指导和帮

助员工防护和撤离、有效消除危害后果，提高现场急救和伤员转送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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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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练落实到专人负责，以免造成混乱及失误。 

定期进行演练，使应急人员更清晰地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工作程序，

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有效、迅速的开展。 

根据演习组织形式分为：桌面演习和实战演练，能够实地模拟应变

处理过程的，按照相应的应急处理程序，以接近实战形式模拟进行；对

无法以接近实战模拟进行的应急演练，可以“桌面方式”按照相应的应

急程序进行演练，记录相应过程内容。 

应急训练和演习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 预警和报警 

（2） 决策 

（3） 指挥和控制 

（4） 疏散 

（5） 交通管制 

（6） 应急救援 

（7） 医疗救护 

（8） 特别指令 

演练前制定周密的演习计划与程序，检查演习所需的器材、工具，

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对参加演习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演练结束后，及

时对演练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解决演练中暴露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评

审、总结。 

应急演练相关记录如表 10.2-1、表 10.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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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救援培训记录表 

表 10.2-1 应急救援培训记录表 

部门名称： 

序号 
培训 

时间 

培训 

地点 
培训内容 

受培训人情况 

年龄 工种 职务 签名 

        

        

        

        

        

        

        

主讲人签字：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2）应急救援演练记录表 

表 10.2-2 应急救援培训记录表 

单位名称： 

预案名称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 

总指挥 
 参演部门及人数  演练目的  

演练流程图： 

 

 

演练效果评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修订预案的建议）： 

 

 

演练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11.奖惩 

对于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防止

或抢救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有功，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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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由公司给予奖励。 

对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渎职不作为的，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

给公司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根据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触犯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12.预案的评审、发布和更新 

12.1 预案评审 

（1） 内部评审：企业每年至少对预案进行一次评审，由总指挥

主持，评审内容有：应急机构是否完善、应急资源是否充分、

应急措施是否得当等。 

（2） 外部评审：本次预案发布前，应先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报

送环保局进行备案，通过后再发布。 

12.2 预案发布 

本预案由总经理签署后发布，发布时应在文本封面注明生效日期及

发布人签名。 

生效预案应及时抄送至武清环保局。 

本预案应当在主要负责人签署实施之日起 30 日内报武清环保局备

案。预案更新后重新报批备案。 

12.3 预案更新 

环境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

及时组织进行修订评审，然后重新发布。并抄送至相关部门。 

1、本单位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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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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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等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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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企业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13.应急预案实施和生效的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4. 附则 

14.1 术语与定义 

14.1.1 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

因素的影响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

社会经济与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14.1.2 危险化学品 

指属于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

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的化学

品。 

14.1.3 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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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14.1.4 环境风险源 

指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的环境因素，环境

风险源的危险程度由所涉及的危险物质的特性（物质危险性和物质的

量）、危险物质存在的安全状态、所处的周边环境状况三个要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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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应急处置 

指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故危害和防止事态

恶化，最大限度降低环境影响的措施。 

14.1.6 应急预案 

根据预测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别、环境危害的性质和程度，

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应急处置方案。 

14.1.7 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危害程度划分的级别。 

14.1.8 应急监测 

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

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14.1.9 应急演习 

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

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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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0应急准备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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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1应急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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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2 应急救援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危害，防止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扩大或恶化，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

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14.1.13恢复 

突发环境事件及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

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14.2 编制人员名单 

编制人员：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   苏永军 

审    核：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   张一中 

15. 附件 

15.1 附图 

附图 1  厂区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厂区周边环境图； 

附图 3  厂区评价范围及敏感目标分布图； 

附图 4  厂区平面布置图； 

附图 5  管网综合图； 

附图 6  应急设施（备）平面布置图 

15.2 附件 

附件 1  环评及验收批复（包括 F 厂和 Q 厂，公司建设项目太多，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福源道工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 42 - 

附件只附上 2010 年以后的建设项目环评批复情况）； 

附件 2  消防验收意见书（包括 F 厂和 Q 厂，公司建设项目太多，

附件只附上部分验收意见）； 

附件 3  危废合同及转移五联单； 

附件 4  外部应急单位联系电话； 

附件 5  公众参与座谈会签到表与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