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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健全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提高企业应对突发环境事

件的能力，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企业能及时、有序、高效地组织应急救援工

作，防止污染周边环境，将事件造成的损失与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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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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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

告 2016年第 74号）；

（12）《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8号）；

（1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1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15）《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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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危险化学品目录（2016版）》；

（17）《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环办应急

[2018]8号)；

（18）《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19）《肇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

（20）《广宁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

1.2.2标准技术规范

（1）《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年 7月）；

（2）《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 2012年 7月 26日

第四次修正）；

（3）《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规》（粤环〔2003〕54号）；

（4）《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0年）；

（5）《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1年）；

（7）《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

（8）《广东省严控废物处理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9年 5月）；

（9）《广东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年 7月）。

1.2.3其他依据

（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年）；

（2）《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2年）；

（3）《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2年）；

（4）《肇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年）；

（5）《广宁县协成皮厂环境影响报告书》（2003年）；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企业生产区域及周边环境敏感区域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超出本应急预案应急能力，则与上级人民

政府发布的其他应急预案衔接，当上级预案启动后，本预案作为辅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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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

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环境危害；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环境安全，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增强

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的各项预备工作；

（3）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形成

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

（4）科学预防，高效处置。鼓励环境应急相关科研工作，加大投入，重视专家

在应急工作中的作用，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

备等，强化预防、预警工作，提高企业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

1.5 应急预案说明

企业综合应急预案包括总则、基本情况、环境风险分析情况、应急组织体系、

预防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后期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及附件组成。

1.6 环境污染事件分级

参考《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以及

《肇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的环境污染事件分级标准，根据《广宁县协成

皮革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风评》）中的环境污染事件分类，结合企业

的实际情况，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制定企业环

境污染事件分级标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分为单元级环境事件（Ⅲ级）、企业级环

境事件（Ⅱ级）和社会级环境事件（Ⅰ级）。

企业分级原则见表 1- 1。

表 1- 1分级原则

级别 分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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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分级条件

单元级

（III级）

应急响应队伍可以快速控制的事故，事故范围局限于单元范围内，未对现场其它储

存单元、车间和设施构成威胁的。典型的情形有：

（1）环保处理设施故障可能导致处理效果波动，但未出现超标排放；

（2）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泄漏物料、事故废水与消防废水进入事故池暂存，

未超过事故池的警戒范围（池体有效容积的 80%属于警戒值）；

（3）发生火灾事故产生的二次污染气体，扩散到空气中，但未对周边居民生活造

成影响的；

企业级

(II级)

发生事故时，事故处理需要调动全公司的应急能力，影响到公司的运行，但可以将

事故范围局限于厂界范围内，不会对厂界以外的环境等造成影响的，典型的情形有：

（1）环保处理设施故障导致废水超标排放，但通过应急措施可控的；

（2）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物料发生泄漏，泄漏物料、事故废水与消防废水进

入事故应急池，超过警戒范围（池体有效容积的 80%属于警戒值），且事故仍在

持续，需要动用全厂的应急能力进行收集控制的，但污水处理系统可处理的，未直

接进入受纳水体的；

（3）因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产生二次污染气体，扩散到空气中，对周边

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但无需进行人员疏散的；

（4）其他可控制在厂内或企业有能够自行控制的。

社会级

（I级）

事故对厂界外环境造成污染，企业现有应急能力无法有效进行处置的。典型的情形

有：

（1）废水出现持续性超标排放，动用全厂力量未能有效控制的；

（2）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物料发生泄漏，泄漏物料、事故废水或消防废水超

过事故应急池的有效容积与污水处理系统的处理能力，需要请求外援的；或直接通

过雨水管网进入外界水体的；

（3）因环境事件导致 1人以上中毒或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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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企业概况

2.1.1 基本介绍

广宁县协成皮革厂位于广宁县石涧镇白石路段原县陶瓷二厂宿舍内，西临四连

公路，白石村位于背面约 1000米，属民营企业。

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项目主要从事蓝湿牛、猪皮的加工，生产加工能力为 11

万张/年，其中牛皮 7万张，猪皮 8万张（折牛皮 4万张）。

员工人数约 60人，每年生产 300天，每日生产 8小时。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2500平方米，厂房建筑 6000平方米，绿化面积 2000平方

米（厂区平面图见图 2-1）。主要设备有：湿转鼓 4台、干转鼓 2台，削匀机 6台、

磨皮机 4台、剖层机、真空干燥机 1台、喷皮机 1台、污水处理设备 1套。

图 2- 1 企业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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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企业四至图

2.1.2 生产工艺

企业生产原料为进口蓝湿牛二层皮，蓝湿牛二层皮的加工生产过程，主要是将

原来的蓝湿皮（二层牛皮）进行片成型、削匀，然后利用转鼓将化学树脂填充到蓝

湿牛二层皮当中，再进行干燥、打软、磨皮等工序制成成品皮革。在这些过程中将

利用大量的化工原料，如酸、碱、硫化钠、表面活性剂、铬鞣剂、加脂剂、染料以

及一些有机助剂等，这些化工原料一部份被吸收，一部份随着洗皮水进入废水中，

造成污染。生产工艺如图 2-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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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工艺流程图

2.1.3 原辅材料情况

企业生产原料为蓝湿皮。根据资料与现场调研情况可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主

要原辅材料情况如表 2- 1 所示。

表 2- 1 企业主要原辅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用量（年） 包装方式

储

存

地

点

最大储存量（吨）

主要成分
生产区 储存区

1 二层蓝湿牛皮 29.2万 m² 塑料膜包装

仓

库

0.6 3 /

2 铬粉 6.6吨 袋装 0.2 0.8 碱性硫酸铬

3 复鞣剂 16.6吨 袋装 1.5 7.5
丙烯酸树脂、

氨基树脂

4 硫化钠 2．75吨 袋装 0.1 0.3 Na2S

5 甲酸钠 2．77吨 袋装 0.1 0.3 CHNaO2

6 中和剂 3.89吨 袋装 0.1 0.5 /

7 加脂剂 106.2吨 桶装 2.5 12.6 油脂

8 染色剂 12.6吨 袋装 0.3 1.5 水性染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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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芳香烃

9 甲酸 2.79吨 桶装 0.1 0.3 CH202

2.1.4 “三废”情况

2.1.4.1 废水

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和少量生活污水，两部分废水经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达标后外排。

公司的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染色复鞣工序，少量来自喷涂工序，产生量为

50m
3
/d。该废水具有水量水质波动大、有机物浓度高、悬浮物浓度高、色度高等特

点。此外，废水还含有大量难以被生物降解的物质，如酸碱等。其中，生产废水主

要污染因子为 pH、COD、BOD、SS、Cr
6+、LAS、动植物油、树脂和染料等。

而生活废水主要来源于职工的日常生活、绿化用水、冲洗等以及食堂产生的饮

食废水，产生量为 1 m
3
/d。

项目将采用物化与生化相结合、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对含铬废

水单独收集进行预处理，然后与其他工序废水、生活污水综合进行“物化+生化”处

理，达到《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最终排入绥江。

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50m³/d。



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9

图 2- 4 含铬废水预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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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综合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2.1.4.2 废气

公司排放的废气主要来自喷涂等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以及磨革过程中产生的粉

尘。除此之外，饭堂则产生少量的油烟废气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

废气经收集后无处理排入高空。废气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企业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如表 2- 2所示。

表 2- 2企业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表

种类 污染源 污染物 排放方式 治理措施

工艺废气
喷涂 有机废气 有组织排放 水喷淋+高空排外

磨皮粉尘 颗粒物 有组织排放 布袋收集和高空排外

油烟废气 食堂 油烟废气 无组织排放 用高效油烟净化装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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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固体废弃物

企业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一般固废主要是生活垃圾和边角料，前

者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后者外售。危险固体废物主要是含铬污泥，交由肇

庆市新荣昌工业环保公司进行处理。如表 2-3所示。

表 2-3 企业固废产生情况表

序

号

固 废 名

称
产生工序 年产生量 处理时间 最大储量 处理措施

1 皮碎 削匀和片皮 8t 3个月/次 20t 外卖

2 综合污泥 废水处理 15t 3个月/次 不定量 委外

3 生活垃圾 办公、员工生活 4t 周/次 不定量 送交环卫部门处理

2.2 自然环境概况

2.2.1 地理位置

企业位于广宁县石涧镇白石路段原县陶瓷二厂宿舍内。广宁县(Guangning

County)，广东省肇庆市下辖县，位于广东省中西部，北江支流绥江中游，东北与 3

清远市清新区交界，东南与四会市相连，西南与德庆县、高要区接壤，西北毗邻怀

集县，北面与阳山县相交。距离广州市约 122.7公里，境内二广高速、贵广高铁贯

穿而过，前往广州市区仅 48分钟。处于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内，是广东省离珠三角

核心区域最近的山区县以及广西、湖南等省陆路来往珠三角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石涧镇位于广宁县南部，绥江中游东岸与宾亨、横山镇隔江相望，东邻排沙镇，

北与南街镇接壤，距广州 100公里，肇庆 75公里，县城 16公里，素有广宁“南大

门”之称。石涧镇面积 42.22平方公里，镇下辖 3个村委会和 2个社区居委会，有

102条自然村石涧镇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地势平缓，属丘陵地带，气候温和，为亚

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 22摄氏度。全镇有山地 4.7万亩，耕地 0.8万亩。企业地理

位置见 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87%E5%BA%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1%9F/352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5%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8%BF%9C%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6%B0%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4%BC%9A%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BA%86%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A6%81%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80%E9%9B%86%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80%E9%9B%86%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3%E5%B1%B1%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9%BF%E9%AB%98%E9%9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A0%E4%B8%89%E8%A7%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5%B0%8F%E6%97%B6%E7%94%9F%E6%B4%BB%E5%9C%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AA%E5%B1%B1%E9%95%87/6497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8%A1%97%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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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企业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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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水文条件

绥江是北江下游右岸的一级支流，位于北纬 23°14′~24°24′，东经 111°

52′~112°49′之间。干流河长 226km，平均坡降 0.25‰，集水面积 7184km²。

绥江发源于广东省连山县擒鸦岭，穿过怀集、广宁、四会 3县（市），在四会马

房汇入北江，干流长 226公里，集水面积 7184平方公里。流域内河川纵横。面

积超过 100 km²的支流共 14条，面积较大的有马宁水、凤岗水、古水河。流域内

北部多高山峻岭，全流域山地面积占 70%。流域上游有小片元古界震旦系地层，

岩性主要为变质砂岩、板岩等，凤岗水和古水河燕山期花岗岩较为发育；西北部

梁村盆地为中生界白垩下第三系地层，成盆地沉积，梁村盆地一带有大量石灰岩

岩溶，下游四会镇以下与珠江三角洲相连，属第四纪沉积，主流两岸多变质沙岩、

板岩等。

广东省大陆境内一般汛期 4 月-9 月，枯期为 10 月-翌年 3 月。根据石狗水

文站实测资料，实测多年平均流量 219m³/s，历史最枯流量是 25.5m³/s，发生在

1996年 11月 25日，多年最枯流量平均值 45.1，枯水期多年平均流量为 105 m³

/s。

2.2.3 地质条件

本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南端西侧各库区的地层为古生

代寒武系八村群第四亚群(∈ dbc)和第五亚群(∈ebc)，岩性为浅变质含云母砂

岩，板岩和砂质板岩，石英砂岩，硅质岩、库周均无低矮垭口存在，分水岭宽厚，

两岩岩体由透水性弱的板岩和砂岩组成。

2.2.4 水文特征

据统计，绥江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1819mm，年降雨量东北部较多，西北部

较少，年雨量从东北部的 2100mm向南逐渐减少至 1600mm；降雨量年内分配不

均，汛期 4 月-9 月降雨量超过年降雨量的 80%；降雨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

降雨量与最小年降雨量之比为 2.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E%E5%B1%B1%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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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宁站的资料统计，多年平均蒸发量 1162.3mm（Φ20mm），最大月蒸发

量出现在 7月份，为 200.6mm；多年平均气温 20.8℃，月平均最高气温出现在 7

月，为 28.3℃，月平均最低气温出现在 1月，为 11.3℃，极端最高气温 39.1℃，

极端最低气温-3.9℃，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1%，月平均年平均风速 0.9m/s，最大

风速 13m/s，风向 ESE、WSW。

根据肇庆气象站 1992 年～2011年气象观测资料进行全面的统计，其结果见

表 2- 4、图 2- 7所示。

表 2- 4肇庆气象站近 20年气象观测资料统计

序号 气象要素 平均（或极值） 单位

1 年平均气压 1009.9 Hpa

2 年平均温度 22.6 ℃

3 极端最高气温 38.7 ℃

4 极端最低气温 1.7 ℃

5 年平均相对湿度 76.0 %

6 全年降雨量 1642.4 mm

7 最大日降雨量 213.1 mm

8 年雨日 194.5 Day

9 年雾日 8.1 Day

10 年平均风速 2.2 m/s

11 年最大风速 23.4 m/s

12 年平均静风频率 15.5 %

13 年日照时数 1627.5 H

14 年日照百分数 36.8 %

15 年蒸发量 1392.3 m/s

16 年雷暴 71.2 Day

肇庆市气象站近 20 年气象数据统计得到的四季及年全年风向玫瑰图见图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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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全年风向玫瑰图

2.3 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2.3.1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肇庆市环境规划纲要》具体区划情况如下：（1）一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

包括七星岩风景旅游区和鼎湖山风景旅游区（以总体规划中风景区界限为边界）；

（2）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市区以及县城驻地城镇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按

大气环境二类功能区要求；（3）缓冲带，迎宾大道桥路口至石东路口以北 500m 划

为缓冲带，七星岩风景旅游区界以东 300m，以西 300m 划为缓冲带；鼎湖山风

景旅游区界以外 500m划为缓冲带，缓冲带内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一级标准；

（4）三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全市不设立大气环境三类功能区。

企业所在地位于位于广宁县石涧镇，属于规划中的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

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具体

见表 2- 5。

表 2- 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序号 指标 取值时间 二级标准 单位 标准来源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u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

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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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氮氧化物（NOx）

年平均 50

24小时平均 100

1小时平均 250

4
颗粒物

（粒径小于等于

10um）

年平均 70

24小时平均 150

5 总悬浮颗粒物（TSP）
年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300

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5km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包括圩头村、螺村岗村、

白土镇区部分等人口聚集地在内。企业周边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如表 2- 6 与图

2- 8。

表 2- 6企业周边大气环境受体表

序

号
环境风险受体名称

距厂址

方位（相对主

办公区）

距厂界直线

距离（m）

人口规模

（人）

敏感

因素
备注

1 白石村 W 860 306

居民区 环境空

气质量

二类功

能区

2 大竹崀 W 400 125

3 太平岗 E 1020 160

4 杨梅坪 E 1000 960
企业

5 横迳 SE 1050 130

6 绥江 S 40 -- 河流
Ⅲ类水

体

7 5km范围内总人口约 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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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大气风险受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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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水环境风险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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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雨水排口（含泄洪渠）、清净下水排口、废水总排口下游 10km作为水环境风

险受体评估的范围。

企业项目废水可分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量大部分。项目的生产废水量约

110吨/天，项目生产废水经废水治理工艺（曝气+气浮）处理后达标排放到绥江，

经绥江最终流入北江。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

干流从怀集县东南的坳仔镇入境，流向四会市，境内流长 52.9km，水质目标执

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Ⅱ类标准。企业周边水环境

风险受体分布如图 2- 9与表 2- 7 所示。

表 2- 7企业周边水环境风险受体信息表

序号
水环境风险

受体名称
距厂址方位 距厂界直线距离（m） 敏感因素 备注

1 绥江 W 40 河流 Ⅱ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D%B3%E4%BB%94%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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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企业周边水环境风险受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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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风险分析情况

根据《风评》可知，广宁县石涧祥兴皮革厂的化学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为 Q

＜1，故企业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

本次评价对企业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风险源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同类企业发

生环境事件的事例，综合各个风险源的危险性大小以及企业现有防控措施的情况，

得出企业各环境风险源的风险大小。其主要环境风险情况见表 3- 1、场景设置见表

3-2。

表 3- 1 环境风险评估小结

序号 事故类型 风险源 风险物质 事故情景 风险大小

1

泄漏事故

化工仓库 氨水和甲酸
储存容器因储罐破裂等原

因发生泄漏事故。
一般环境

风险源

2 危废仓库 含铬污泥
因人为操作失误导致含铬

污泥泄漏。

3

火灾事故引

起的环境污

染事件

成品库房 皮革成品

成品库房因人为失误（如吸

烟）所带来的火源引发火灾

事故。

一般环境

风险源

4
废水非正常

排放
废水处理系统 高浓度废水

（1）因泄漏物料或事故废

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影响

其正常运行；

（2）废水处理系统设备故

障。

较大环境

风险源

表 3-2 企业日常管理、应急培训与演练等工作事故情景设置

序

号

事故

类型

环

境

风

险

单

元

环境

事故

情景

设置

事故升级原因
可能造成的环境

危害

历史事

故

1
泄漏

事故

化

工

仓

库

氨水

和甲

酸储

存容

器因

储罐

破裂

等原

因发

生泄

漏事

故。

（1）防控失效

a.由化工仓库门槛所围成的储存容

积不足以容纳泄漏的化学品；或

b.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不足，无法有

效的收容泄漏化学品。

（2）转输泵故障

应急池前端的转输泵故障，无法转输

泄漏化学品至应急池。

（3）暴雨天气

暴雨天气情况下，泄漏至化工仓库外

的化学品混合雨水，四处流淌，得不

到有效收集、控制。

含化学品的事故

废水进入绥江，

造成水体污染。

大量的高浓度的

事故废水可能导

致 水 生 生 物 死

亡。

同类企

业发生

过此类

事故，本

企业未

发生过

此类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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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故

类型

环

境

风

险

单

元

环境

事故

情景

设置

事故升级原因
可能造成的环境

危害

历史事

故

2

危

废

仓

库

因人

为操

作失

误导

致含

铬污

泥泄

漏。

暴雨天气情况下，泄漏至危废仓库的

污泥混合雨水，四处流淌，得不到有

效收集、控制。
含污泥的事故废

水进入绥江，造

成水体污染。

同类企

业发生

过此类

事故，本

企业未

发生过

此类事

故。

3

成

品

库

房

成 品

库 房

因 人

为 失

误（如

吸烟）

所 带

来 的

火 源

引 发

火 灾

事故。

（1）防控失效

a.成品库房周边所设置的临时围堰

容积不足；或临时围堰对消防废水收

集、控制的有效性不足；或

b.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不足，无法有

效的收容大量消防废水。

（2）转输泵故障

应急池前端的转输泵故障，无法转输

围堰内的消防废水至应急池。

（3）暴雨天气

暴雨天气情况下，消防废水混合雨

水，四处流淌，得不到有效收集、控

制。

（4）大气扩散速度慢

火灾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在大气环

境中扩散较慢，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1）含高浓度

SS、COD的事故废

水进入绥江，造

成水体污染；

（2）CO、碳氢化

合物等燃烧不完

全产物可能会对

大气环境造成污

染。

同类企

业发生

过此类

事故，本

企业未

发生过

此类事

故。

4

废水

非正

常排

放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1）

因 泄

漏 物

料 或

事 故

废 水

进 入

废 水

处 理

系统，

影 响

其 正

常 运

行；

（2）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设 备

故障。

（1）防控失效

a.水质监测设备发生故障事故未能

及时发现，应急响应启动不及时；

b.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大量事故废

水流入集水池，未及时启动应急池或

应急池容量不足，对处理系统造成冲

击影响出水水质。

（2）非正常工况

a.废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导致废水

未能有效处理，造成出水水质波动。

b.生产过程发生停电情况，造成设备

停运，大量废水未能及时处理，影响

电力恢复后的处理效果。

（3）暴雨天气

暴雨情况下废水处理系统处理量超

过系统处理能力，影响出水水质。

事故废水进入绥

江，造成水体污

染。大量的高浓

度的事故废水可

能导致水生生物

大量死亡。

同类企

业发生

过此类

事故，本

企业未

发生过

此类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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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组织体系

4.1 企业应急组织架构

企业成立了应急组织机构，专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应急组织机

构由应急指挥部以及环境保护组、生产抢险组、设备抢修组、后勤保障组、疏散警

戒组及应急检测组 6个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应急组织体系架构如图 4- 1 所示，应急

组织具体人员名单见附件 1。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事故类型及事故等级，迅速成立相应的应急组织机

构。应急响应在正常情况下由应急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指挥与调度，若总指

挥不在时，则有副总指挥担任临时总指挥。当发生Ⅰ级环境事故时，总指挥为相关

政府人员，而总经理为临时总指挥，协助政府人员调度应急资源。全公司范围内一

切救援力量与物资必须服从调派，各专业抢险小组成员根据事故应急措施方案进行

相应的应急工作。事故应急指挥人员安排，具体如表 4- 1 所示。

表 4- 1 指挥人员安排

事件级别 总指挥 副总指挥

Ⅰ级 总经理（黄永洪） 厂长（杨活祥）

Ⅱ级 厂长（杨活祥） 安全主任（林国友）

Ⅲ级 安全主任（林国友） 车间主任(梁日新)

而各专业抢险小组主要负责人安排如表 4- 2 所示。

表 4-2 专业抢险小组主要负责人安排

救援小组 负责人 电话

设备抢修组 苟家术 18938339645

疏散警戒组 王茂香 18818499495

生产抢险组 谢锡娟 15813952427

环境保护组 曾永标 13717242725

后期保障组 向红兵 13413869327

应急监测组 林国友 1379092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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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应急组织体系架构图

4.2 职责

企业明确各个队伍岗位的责职安排，应急队伍的应急职责见表 4- 3。

表 4- 3应急队伍应急职责

应急岗位 应急职责

总指挥

（1）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明确应急救援方案，处置管辖范围

的其他突发事件；

（3）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具

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增援请

求，并向周边单位通报相关情况，请求

当地政府部门向当地媒体及公众发布信

息；

（4）批准应急救援的终止；

（5）协调事件现场有关工作，协助政府

有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置、环境恢复、事

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等。

应急指挥部的日常管理职责包括：

（1）组织制定综合应急预案、现场

处置方案；

（2）组织应急物资的保障和人员的

应急救援教育和培训；

（3）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及总结；

（4）负责购买、添置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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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岗位 应急职责

副总指挥

（1）总指挥不在时全面接替总指挥的指

挥工作，直到总指挥到现场后进行交换；

（2）负责处理现场突发环境事件，合理

调度应急人员及应急物资，采取有效应

急处置措施；

（3）组织、指导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生

产应急救援培训工作，协调指导应急救

援队伍的管理和救援能力评估工作。

应急岗位 应急职责

环境保护组

（1）负责泄漏物料、事故废水、消防废水等污染物的控制、收集与处置工作；

（2）负责固体废物的收集与处置工作

（3）负责现场洗消与冲洗水的控制与处置工作；

（4）负责事故状态下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

（5）协助监测站、环保局的应急监测工作。

设备抢修队

（1）接到通知后，迅速集合队伍奔赴现场，；

（2）负责现场设备、设施、管道的抢修及维护工作，确保废水处理设备能够

正常运行，以防事态扩大；

（3）对存有隐患的设施及危险部分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对事故现场的设备设

施进行检查，看是否可以再次使用和需要更换。

生产抢险组

（1）负责指挥生产车间，做好工艺处理工作；

（2）根据事故情形正确配戴个人防护用具，切断事故源及隔离、清除危险源

（如火源）；

（3）负责生产车间未被污染的化工材料进行转移，避免事故扩大；

（4）协助组织做好生产恢复工作。

后勤保障组

（1）负责应急时的后勤保障工作；

（2）负责事故现场所需物资的供应，保证抢救物资、资金及时到位。

（3）负责车辆的安排和调配；

（4）受伤人员的救护，将事故现场的受伤人员进行简单的现场救护工作和配

合运输组将受伤人员送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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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岗位 应急职责

疏散警戒组

（1）当出现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可能发生重大火灾爆炸或人员中

毒时，根据上级的指令，通知相关人员立即撤离现场，并清点人数；

（2）发生事故时，立即赶到现场，划分危险隔离区，设置警示标，拉起警戒

线，维护现场交通秩序，禁止无关人员与车辆进入；

（3）禁止任何人员在警戒区范围内使用对讲机、移动电话及吸烟等行为。

应急监测组

（1）负责跟进协助有关监测，并进行持续观察；

（2）协助广宁县环境监测站、广宁县环境保护局的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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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与预警机制

5.1 预防工作

5.1.1 环境风险源监控

为及时反映厂区废水处理情况，企业在废水处理系统进水口、出水口设置在线

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防控措施，同时实行厂区巡检等工作。根据现场调研，

具体情况如下：

厂区出水设有在线监测，监测项目为：流量、COD、pH、NH3-N。实时上传至广

宁县环保局。

而厂区在行政楼设有视频监控，主要布设位置有废水处理系统进出水口、化工

仓库、生产车间等，可实时反映厂区的实际情况。

5.1.2 环境风险预防措施

5.1.2.1 事故排水截流措施

企业设有事故应急池，应急池有效容积为 100m3。在厂区发生事故产生事故废

水的情况下，企业可将事故废水通过泵抽至应急池中暂存，事后通过水泵将事故废

水抽至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并达标后排放。

5.1.2.2 管理预防措施

（1）建立并落实企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以及环保设施（设备）的建设（购买）与维护费用的使用；

（2）确保主要负责人、环境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3）加强从业人员的环境应急培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配置齐个人防护装备；

（4）做好环保设施的维护工作，加强环保管理制度的落实；

（5）定期对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进行检查，查看储罐、管线是否有泄漏情况，一

旦发现，立即上报；

（6）定期组织环境应急培训与演练，提高员工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

完善应急体系，确保在事故状态下可快速，高效的进行应急抢险工作；

（7）做好防季节性灾害（如台风、汛期、地震等）的防御工作和有关事故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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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员、器材、资金的准备工作。

5.2 预警

5.2.1 接警

企业的接警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现场负责人发现事故上报；

（2）在线监测数据异常，发出警报信号；

（3）外部投诉；

（4）政府部门通报；

（5）监督性监测发现异常。

5.2.2 预警信息分级

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与出现可能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趋势，对突发环境事件

预警进行等级划分，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 III 级预警、II级预警、

I级预警，分别用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

预警颜色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1）III 级预警（黄色）

III 级预警是指事故发生的初期，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事故还是处于

一定范围的现场，且处于可控状态，未波及到其它现场，而做出的预警。

（2）II级预警（橙色）

II 级预警是指事故超出现场的控制能力，对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可能波及到

企业其它现场，但事故的发展尚处于企业可控状态，未对外环境造成污染，而做出

的预警。

（3）I级预警（红色）

I级预警是指事故超出企业的控制能力，事故可能或已经对外环境造成污染，需

要周边敏感点人员疏散而做出的预警。I级预警发布后由应急总指挥或由应急总指挥

授权相关人员向上级环保局等部门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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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预警分级条件

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规定：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

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四级，预警级别由低到高，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预警手段 Ⅰ级预警 Ⅱ级预警 Ⅲ级预警

企

业

内

部

在线

监测

废水处理系统在线监测

数据显示外排废水浓度

接近警戒值，有超出排

放标准的隐患。

废水处理系统在线监测数

据显示外排废水浓度大幅

度波动，但未接近警戒值。

废水处理系统在线监

测数据显示单项指标

异常时。

现场巡

查及视

频监控

巡检人员或通过视频监

控发现化学品、危废等

发生泄漏或事故废水未

有效控制，进入车间周

边雨水管网，有污染外

界受纳水体的风险。

巡检人员或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化学品、污泥等发生

泄漏或事故废水未有效控

制，有进入车间周边雨水

管网的风险。

（1）巡检人员或通过

视频监控发现化学品、

污泥等发生泄漏，泄漏

量可控制在车间内。

（2）在巡检过程中发

现出水水质颜色、气味

异常。

居民

投诉

接到周边居民关于废水

排放信息的咨询或投诉

关于废水排放对受纳水

体、居民生活的影响。

接到周边居民关于废气排

放信息的咨询或投诉关于

产生的废气对居民生活的

影响。

/

其他

经Ⅱ级应急措施处置

后，事件未得到有效控

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

能时。

发生Ⅲ级事件经处理后无

法控制，事件可能进一步

扩大时。

/

周边单位发送

警报

周边单位发生事故，政

府发布环境污染黄色及

以上预警，可能导致企

业发生Ⅰ级环境事件

时。

周边单位发生事故，政府

发布环境污染蓝色预警，

可能导致企业发生Ⅱ级环

境事件时。

周边单位发生一般事

故，可能导致企业发生

Ⅲ级环境事件时。

政府发布

当地政府部门发出当地

台风、汛涝、地震等短

期预报，预报为橙色、

红色，可能导致企业发

生Ⅰ级环境事件时。

当地政府部门发出当地台

风、汛涝、地震等短期预

报，预报为黄色，可能导

致企业发生Ⅱ级环境事件

时。

当地政府部门发出当

地台风、汛涝、地震等

短期预报，预报为蓝

色，可能导致企业发生

Ⅲ级环境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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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预警发布

（1）现场一旦发现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事件的预兆，可能造成环境事件时，则马

上启动 III 级预警；

（2）一旦启动 III 级预警，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了解事故

情况，及时向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情况，并做好启动 II级预警的准备；

（3）一旦启动 II 级预警，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将事故情况上报环保局，并根据

事故的发展态势，请求是否启动 I级预警；

（4）当达到 I级预警时，指挥部向环保局报告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预警信息的发布由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情况通过广播、警铃及电话等方式向厂

内部及周边企业发出警报，预警信息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

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单位等内容。

5.2.4 预警措施

当预警发布后，相关人员迅速采取以下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接到警报后，各应急救援小组相关人员进入应急待命状态，准备好应急抢

险工具和物资，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

（2）若事态较严重，现场人员需通知与生产应急抢险无关的可能受到危害的人

员做好撤离准备。

5.2.5 预警解除

当启动应急响应后，在事态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由应急指挥部根据结束条

件决定结束预警，并发布预警解除信息。预警结束的方式采用网络或生产会议方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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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处置

6.1 信息报告

6.1.1 信息报告程序

24小时值班电话：0758-8716911

现场发现人员发现事故后，向车间主任报告，车间主任核实情况后立即向应急

指挥部（安全主任：林国友 13790929288）报告，应急指挥部对上报内容进行确认，

并对事件级别进行研究判断后，上报相应级别的总指挥与副总指挥，并同时通知相

应的应急小组。在应急响应行动达到 II级以上时，由总指挥上报高要区环保局。在

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或拨打 110、119，有人员受伤严重时拨打 120。信息

报告程序见图 6- 1。

图 6- 1信息报告程序

6.1.2 信息报告内容

信息报告形式可分为两种形式：口头汇报与正式的书面报告。

（1）在发生Ⅱ级事件时，总指挥需向环保局进行口头汇报，若环保局有要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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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书面形式的应急处置报告；

（2）对于Ⅰ级事件，总指挥在事件发生初期就应该进行口头上的汇报，随后补

上初报、续报以及处理结果报三类正式的书面报告。报告形式见附件 F12。

初报在发现事件发生 1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

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及时上报。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初报一般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b、事故类型：恶臭气体中毒事件、废水非正常排放事件、火灾、泄漏；

c、估计造成事故的泄漏量；

d、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e、已污染的范围、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

f、健康危害与必要的医疗措施；

g、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传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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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传真)，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主要报告处理事

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污染的范围和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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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信息通报

当事件危及白石村、大竹崀等敏感点时，总指挥应向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发布通

报，通报时就明确事故类型，缓急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必要时提出疏散的

建议，并派出相应的人员在政府应急人员未抵达前协助相关单位进行人员疏散。

事故状态下可能危及的敏感点的联系方式见附件 F2。

6.2 预案启动条件

当发生可能或已对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的事故时，需要启动相应的

应急预案，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情景：

（1）化学品发生泄漏，可能或已经对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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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火灾事件，产生大量大气污染物质排放到大气环境中，对大气环境造

成污染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或产生大量的消防水，可能或已经排放至外环境，

对受纳水体造成污染；

（3）环保设施运行异常，可能或已经导致超标排；

（4）自然灾害、外部风险对企业造成影响，可能或已经会导致环境污染事件。

6.3 先期处置

（1）发生事件，相应的应急人员还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时，事发单元的主要

负责人对事件进行初步控制，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2）应急指挥部安排人员确定抽水泵等是否完好可用，各应急设施（如围堰/

应急池）是否是完好状态的，应急池是否空置状态。应急指挥部对事件进行预评估，

确定现有防控措施是否能满足防控的要求；

（3）应急人员根据应急职责与事件特点，迅速配备防具与抢险工具，第一时间

赶往事故现场；

（4）提前了解物质的危害性，提醒相关的应急人员做好防护；

（5）车间主任组织在场人员对可能进一步导致事态恶化的风险源进行转移或消

防。

6.4 分级响应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企业内部（生产

工段、车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针对不同的情景下的事件

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响应及别依次划分为Ⅲ级响应、Ⅱ级响应、Ⅰ级响应。

对于Ⅲ级响应（单元级环境事件），事故的有害影响局限在各单元之内，或可

由安全主任调度应急物资对事故进行控制的。

对于Ⅱ级响应（企业级环境事件），事故的有害影响超出单元范围，但可被遏

制和控制在企业区域内，或抢险需要调动的资源超过安全主任责权范围内的。

对于Ⅰ级响应（社会级环境事件），事故影响超出企业控制范围的，启动Ⅰ级应

急响应，由Ⅰ级应急响应总指挥（总经理）进行指挥调度。同时，总指挥通报高要区

环保局，由相应政府部门决定是否启动相关政府应急预案。如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

挥部时，将指挥权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并说明事故情况及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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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协助应急指挥与处置。

分级响应的程序见图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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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分级响应程序

广宁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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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序

号

事件类

型
启动条件

响应

级别
风险源

1

火灾事

件引发

的次生

污染事

件

火灾情况未波及周边单元，消防废水可控制在事故单

元周边，或产生的大气二次污染物质未对周边居民生

活造成影响的；

Ⅲ级
化学品储存

区、成品库房

火灾情况火势较大，需要启用事故应急池时，或产生

的大气二次污染物质对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

响，但无需进行人员疏散的；

Ⅱ级 成品库房

2 泄漏事

故

化学品发生泄漏，泄漏物料可控在单元内，未对外环

境造成污染。
Ⅲ级

化学品储存

区

3
废水非

正常排

放事故

因消防废水等外来水体排入废水处理系统，导致其运

行不稳定，可能导致超标排放。但可通过及时调整、

控制，未出现超标排放现象的。

Ⅲ级

废水处理系

统

废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高浓

度的事故废水直接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对处理系统造

成影响，导致超标排放。通过工艺及时调整、设备更

换等响应措施，未出现持续性超标排放事故。

Ⅱ级

1）因在线监测系统发生故障事故未能及时发现，应急

响应启动不及时，导致废水出现持续性超标排放事故；

2）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未及时启动应急池或应急池

容量不足，对处理系统造成冲击，影响出水水质或造

成大量未处理污水直接外排。

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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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指挥与协调

应急总指挥合理调度应急人员与应急物资，确保应急抢险行动能够顺利的开展。

当事件超出控制能力时，当级应急总指挥及时向上级应急总指挥提出启动上级应急

响应的要求，并做好指挥权地交接。明确事件已采取的措施与控制情况，并预判事

件可能导致的后果。当事件上升至 I级，涉及到政府相关应急救援力量时，企业应

急指挥人员与应急救援队伍全力配合政府的应急行动，统一听从政府相关的人员的

指挥与调度。

6.6 处置措施

6.6.1 处置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提高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

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从源头上控制污染，避免或减少污染扩大，防止和控制事件蔓

延，缩小突发环境事件造成危害的范围。

6.6.2 应急措施

当启动应急响应时，需采取应急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应急措施主要包括应急

物资调配到位、风险源控制与隔离、人员疏散、污染物控制与消除等内容。而各风

险源的事故具体应对措施则见附件 15。



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37

图 6- 3应急措施工作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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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应急联动

在事故超过企业的应急能力时，应向当地的政府请求援助，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详见附件 F2。

在外部救援到来之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向救援人员详细介绍现场情况，并说明

危险性；依托有关部门或单位对企业周边环境进行监测，以确定事件影响程度，并

对影响范围内的环保目标人员进行疏散。

6.8 应急人员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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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IDLH），或现场氧气体

积百分比浓度低于 18% 时，应采用便携式氧气呼吸器、便携式空气呼吸器、长管式

空气呼吸器等供气式呼吸防护器。对于泄漏环境中氧气体积百分比浓度高于 18%，

毒物浓度低于 IDLH 时，可以采用过滤式呼吸防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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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受伤人员救护、救治

6.9.1 受伤人员现场紧急抢救方案

发生人员中毒、受伤事件时，后勤保障组安排人员到达现场迅速开展人员施救

工作并通知医院派救护人员紧急救助。现场急救措施见表 6- 2。

表 6- 2现场急救措施

症状 急救措施

现场急救

措施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1）采取通风措施后，迅速将病人救离中毒现场，在空气

新鲜处静卧保暖，松开衣领，立即吸氧并保持呼吸道通畅；

（2）病人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停止时，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或体外心脏按压术，直至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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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伤

（1）迅速脱离热源。如邻近有凉水，可先冲淋或浸浴以降

低局部温度。

（2）避免再损伤局部。伤处的衣裤袜之类应剪开取下，不

可剥脱。转运时，伤处向上以免受压。

（3）减少沾染，用清洁的被单、衣服等覆盖创面或简单包

扎。就医。

6.9.2 提供受伤人员的信息

（1）根据受伤人员的情况，对较严重者统一由医院负责伤员的护送，企业人员

给予必要的协助，受轻伤人员可由企业人员负责护送。同时企业人员应给医生提供

伤员的一般信息（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原病史等资料）。

（2）所接触毒物的名称、接触的时间、毒物浓度、现场抢救情况、接触的有毒

物质理化性质及临床表现。

（3）必要时提供化学事件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信息，以便请求及时救援。

6.10应急监测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企业应急监测人员应迅速组织监测人员赶赴事故现场，

协助环境保护局派出的监测专家，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案，及时开展针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

的仪器对污染物质种类，污染物质浓度和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做出判断，以

便对事故能及时、正确的进行处理。

在事件较小时或环保部门监测人员还未抵达现场时，企业积极对突发环境事件

可能影响的区域进行监测，对于企业自身有能力监测的项目，企业应先进行监测。

6.10.1应急监测项目与设备

（1）企业能够进行的监测项目

企业在事故状态下可利用废水在线监测对废水处理系统进、出水水质进行实时

监控，企业具备的监测设备与相应的应急监测项目情况见表 6- 3。

表 6- 3企业具备的监测能力

序号 监测设备 监测项目 监测方式

1 pH检测仪 pH

在线监测2 氨氮自动分析仪 NH3-N

3 化学需氧量测定仪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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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无法自行监测的项目

企业无法自行进行监测，但需要协助环保局或需请外界有能力监测的单位进行

的项目包括以下几种：

BOD、悬浮物、硫化物、总铬、总氮、总磷、油类物质或其他进入系统的未知

污染物质。

6.10.2监测点位布设

6.10.2.1厂内应急监测建议点位

（1）水体应急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厂内的水体主要在雨水外排口、事故应急池以及废水处理系统进水口、出水口

做好应急监测工作。

（2）大气应急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对于厂内的监测点位布设采用扇形布点法。扇形布点法以点源为顶点，主导风

向为轴线，在下风向地面上划出一个扇形区域作为布点范围。扇形角度一般为

45°~90°.。采样点设在距点源不同距离的若干弧线上，相邻两点与顶点边线的夹角一

般取 10°~20°。扇形角度与弧线的选取根据污染物质的扩散特点与事故发生时的风

速、风向等进行选取。此处，考虑到监测点位只设于厂内，事故现场与企业围墙相

距较近，故采样点设于边线与围墙的交点处。视污染物质的特性，扩散方式与事故

现场与围墙的实际距离，增设一条边线或弧线，增设相应的采样点位。厂内采样点

的布设示意图见图 6- 4。除此之外应在在厂区内的人员密集区（如综合办公楼等）

进行布点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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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厂内大气应急采样点的布设示意图

6.10.2.2厂外应急监测建议点位

（1）对于地表水突发环境事件

1）监测点位以雨污排放口为主，根据水流方向、扩散速度(或流速)和现场具体

情况（如地形地貌等）进行布点采样，同时应测定流量。

2）对企业周边河流监测应在事故发生地、事故发生地的下游布设若干点，同时

在事故发生地的上游一定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如河流流速很小或基本静止，可

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在事故影响区域内饮用水和农灌区取水口必须

设置采样断面(点)。

3）监测断面的确定：在受污染河流各个控制节点（或排口）处设置监测断面。

（2）大气环境应急监测建议点位情况

企业在火灾事故状态下会产生 CO等有毒有害气体，在大量排放的情况下，可

能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故在布设大气监测点位时应以人群聚集区等敏感区域

为主。

6.10.3监测结果报告制度

环境保护组应尽快向指挥中心报告有关便携式监测仪的监测结果，定期或不定

期编写监测快报（一般水污染在 4小时内，气污染在 2小时内作出快报）。污染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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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则根据监测数据、预测污染迁移强度、速度和影响范围以及主管部门的意见定

时编制报告。

6.10.4监测人员的防护措施

（1）未配备防护没备，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

（2）应急监测，不得单独行动；

（3）应急监测车辆必须配备防火、防爆安全装置；

（4）标示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性状不明样品，确保人员采取合适处置对策。

通过监测和监控结果随时判断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变化趋势，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6.11信息发布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企业协助政府及时将信息向外界发布，发布的信息应包括

事件类型、事态缓急程度、采取应急措施与最终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6.12应急终止

6.12.1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符合环境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得到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内；

（3）事件已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

长期影响趋于合理并且尽可能低的水平。

6.12.2终止程序

（1） II级和 III 级应急终止由企业应急指挥部批准，I级由相应政府部门批准；

（2）企业应急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根据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

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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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终止后的行动

（1）通知企业内部人员以及附近周边企业、村庄和社区危险事件已经得到解除；

（2）对现场中暴露的工作人员、应急行动人员和受污染设备进行清洁净化；

（3）对于此次发生的环境事件，对起因，过程和结果向有关部门做详细报告，

并对整个环境应急过程评价，明确各人承担的责任；

（4）全力配合事件调查小组，提供事件详细情况，相关情况的说明以及各监测

数据等；

（5）针对此次突发环境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并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修订；

（6）由各负责人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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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给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

失。事态得到控制后，应急管理应从以抢险救灾为主的阶段转为以恢复重建为主的

后期处置阶段。以企业为主体，根据政府部门的意见和结合自身情况对事件后的现

场和周围环境进行清理现场、恢复受污染生态环境、安抚受灾群众等工作。必要时

可请求政府部门的帮助。

除此之外，亦要深入调查事故原因，完善风险管理，杜绝此类似事故再发生。

7.1 事故现场清理

事故现场清理包括现场废水清除、固废清理、废气治理。

废水：主要包括污水管道、污水池泄漏污水、消防废水、液体原料等形成的混

合废水，事故现场混合废水利用企业雨水、污水收集管网全部收集进入事故应急池；

然后根据污染物类型进行针对性预处理，处理达标后排放。

固废：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将属于污泥等危废进行收集后，由运输车辆外

运处理至委托处理单位；一般固废，由企业配合当地环卫部门进行清理外运。

废气：通过及时控制污染源，以减轻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对已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主要可采用喷淋、大气自然扩散等方式予以消减。

7.2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企业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的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

评估，并根据受灾情况制定生产恢复、环境修复计划和时间表。

7.3 事故调查及总结

现场应急的同时，应急指挥部安排人员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工作，全面收集有

关事故发生的原因，危害及其损失等方面的证据和资料，必要时要组织有关部门和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对于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请求公安司法部门介入和

参与调查取证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应急指挥部认真分析总结

事故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根据调查所获得数据，以及事件发

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填写突发环境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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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书面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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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应急救

援总结报告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另外，根据调查情况及应急响应有效性对预案进行修改完善。

7.4 善后工作

企业要做好受灾人员的安置工作，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对在应急中未能及时、

彻底清除的污染物，灾情受控后由应急指挥部继续组织相关的队伍进行清理。清理

具体工作按危险废物相关的管理和处置规定进行回收、处置。

8 应急保障

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负有救援保证任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必须随时保证通信和信息的畅通，各

种联络方式必须建立备用方案，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人员通讯录。通讯方式如有变

更要及时通知预案维护和修订小组。

8.2 应急队伍保障

按照本预案规定成立应急组织体系，包括：应急总指挥、副指挥及应急救援专

业队伍。同时定期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小组的培训及演练，熟悉应急响应流程及应急

措施，保证事故应急时的有序性及有效性。

8.3 其他保障

（1）运输保障

企业要掌握一定数量安全系数高、性能好的车辆，确保处于良好状态，进行编

号或标记，并制定驾驶员的应急准备措施和征用的启用方案。在预案启动后确保组

织和调集足够的交通运输工具，保证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2）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受伤人员的救护工作，及时有效的现场急救和转送医院治疗，

是减少事件人员伤亡的关键。医疗救治要贯彻现场救治、就近救治、转送救治的原

则，及时报告救治伤员以及需要增援的急救医药、器材及资源情况。常备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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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常用药品，必要时报请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救治力量支援。

（3）其他保障

准备好现场疏散图、平面布置图和周围地区图、气象资料、物料安全技术说明

书、互救信息等存放地点、保管人。

制度保障，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与相邻企业或专业救援机构签署互助协议，明确可提供的互助力量（消防、医

疗、检测）、人员、物资、设备、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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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督管理

9.1 培训

9.1.1 应急人员的培训

培训对象包括应急救援小组人员、应急救援小组组长以及应急指挥部。而针对

不同的培训对象，培训不同的内容。

（1）应急救援小组人员

车间人员的应急培训是及时处理事故、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的重要环节，同时

也是事故及早发现、及时上报的关键，一般环境事件在这一层次上能够及时处理而

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有效控制。培训内容包括：

1）针对系统（或岗位）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进行紧急停车、

避险、报警的方法。

2）针对系统（或岗位）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和避

免事故扩大化。

3）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应急救援必须使用的防护装备，学会使用方法。

4）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学习消防器材和各类设备的使用方法。

5）掌握本岗位存在危险化学品特性、健康危害、危险性、急救方法。

（2）应急救援小组组长

熟悉应急响应流程以及应急措施，有利于现场顺畅地进行应急响应，从而有效

控制事态发展。培训内容包括：

1）包括车间人员培训所有内容。

2）针对各级应急救援预案中的事故类型，熟练掌握职责范围内的应急救援组织

工作。

3）针对车间生产实际情况，熟悉、研究如何有效控制事故，避免事故失控和扩

大化。

4）针对可能需要启动企业级应急救援预案时，车间应采取的各类响应措施（如

组织大规模人员疏散、撤离，警戒、隔离、向工厂报警等）。

5）事故控制后的洗消方法与生产恢复程序。

6）日常管理工作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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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的正确指挥，是事件控制的最主要关键。熟悉应急响应流程以及应

急措施，有利于现场顺畅地进行应急响应，从而有效控制事态发展。培训内容包括：

1）学习应急救援人员、小组组长的所有内容。

2）熟悉厂内应急预案响应流程，事故单位如何进行详细报警，应急办公室的接

警与警情分析跟踪。

3）启动厂内级应急预案程序，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各应急响应小组的职责分

工与协同作战，如：应急抢险抢修、受伤人员的紧急医疗救治、现场的警戒和隔离、

危险区域周边环境浓度监测、厂区人员撤离疏散过程、应急物资调运，以及事故现

场的洗消方法等。

4）申请外部救援力量的报警方法、时机，以及事故信息内部发布的规定。

5）协助厂外应急组织开展消防抢险、交通引导、周边社区居民疏散、后勤保障

工作等，加强协同作战能力。

6）事故调查取样与处理程序。

7）日常管理工作的培训。

9.1.2 应急培训的要求

（1）针对性：针对可能的事件情景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的人员应培训不同

的内容；

（2）周期性：培训时间相对短，但有一定周期；

（3）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训练；

（4）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行动。

9.1.3 应急培训的评估

应急指挥人员培训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提问、沙盘演练操作考核等方式，

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

应急专业组的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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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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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演练

9.2.1 演练分类

（1）桌面演练：由应急组织（机构）的代表或关键岗位人员参加的，按照应急

预案及其标准工作程序讨论紧急情况时应采取行动的演练活动。桌面演练的主要特

点是对演练情景进行口头演练，作用是锻炼参演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应

急组织相互协作和职责划分的问题。

（2）功能演练：针对某项应急响应功能或其中某些应急响应行动举行的演练活

动。主要作用是针对应急响应功能、检验应急人员以及应急体系的策划和响应能力。

例如指挥和控制功能演练，其目的是检测、评价多个部门在紧急状态下实现指挥与

控制和响应能力。

（3）联合演练：针对应急预案中全部或大部分应急响应功能，检验、评价应急

组织应急运行能力的演练活动。全面演练，一般要求尽量真实，调用更多的应急人

员和资源，并开展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的实战性演练，以检验相互协调的应急响

应能力。

企业根据实际要求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按企业的事件预防重点，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项应急预案，每季度

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9.2.2 演练内容

为保障企业应急救援与处置能力，检验应急救援预案的可行性与实效性，确保

应急救援体系的有效性，提高各应急响应小组的协作能力，做到“招之能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企业在厂内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适时与厂外有关应急组织、

外部相关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组织联合演习，确保应急联动，提高快速反应和协同作

战能力。

按照环境应急预案及相关单项预案，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环境应急实战演练，

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内容包括：

（1）事故应急抢险，现场救护，危险区域隔离，交通管制，人员疏散；

（2）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的防护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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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讯和报警讯号的联络，报警与接警；

（4）新闻发布和向政府、友邻单位的通报；

（5）事故的善后处理；

（6）当时当地的气象情况对周围环境对事故危害程度的影响。

9.2.3 演练人员

演练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事件应急救援的演练者：主要由绝大部分企业员工组成，直接参加按事件应急

程序进行的基本操作；

演练控制人员：主要由应急指挥部人员担任，其要保证事件应急预案得到充分

的演练和顺利的进行，回答演练人员的疑问，解决演练出现的问题，监督演练过程

的安全；

演练的评价人员：主要由应急指挥部及外请专家组成，其对演练的每个程序进

行评价考核，演练后与事件应急救援人员进行讲评和总结。

9.2.4 演练准备

（1）成立演练策划小组

演练策划小组是演练的领导机构，是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指挥部门，对演练实施

全面控制，其主要职责如下：

1）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的部门；确定演练的性质与方法，选定演

练的地点和时间，规定演练的时间尺度和公众参与和程度；

2）协调各参演单位之间的关系；

3）确定演练实施计划、情景设计与处置方案，审定演练准备工作计划、导演和

调整计划；

4）检查和指导演练的准备与实施，解决准备与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

5）组织演练总结与评价。

（2）演练方案

根据不同的演练情景，由演练策划小组编制出演练方案，演练情景设计过程中，

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1）应将演练参与人员、公众的安全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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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写人员必须熟悉演练地点及周围各种有关情况；

3）设计情景时应结合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4）情景事件的时间尺度最好与真实事件的时间尺度相一致；

5）设计演练情景时应详细说明气象条件；

6）应慎重考虑公众卷入的问题，避免引起公众恐慌；

7）应考虑通信故障问题。

9.2.5 演练总结

训练结束后，各专业救援队伍通过讲评和总结，写出书面报告交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将上述书面报告汇编成综合报告，对应急救援预案提出意见，对预案进

行修改和补充。报告内容包括如下：

（1）通过演练主要发现的问题；

（2）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3）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4）在训练、器材设备方面的改进意见；

（5）演练的最佳时间和顺序。

9.3 奖 惩

9.3.1 奖励

（1）对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的救援组或个人予以奖励；

（2）及时发现事件或事件隐患的救援队伍或个人予以奖励；

（3）能迅速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对减少损失、防止事件扩大化的专业组和个人

予以奖励；

（4）其他有利于应急救援工作表现的救援队伍或个人予以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决定。

9.3.2 惩处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应急反应迟缓、应急物资不充分、应急组成员严

重不足等情况予以处罚；

（2）应急专业组专业技术水平不高，未能积极有效的进行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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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或个人予以处罚；

（3）未按规定及时采取处置措施，或处置不当造成事件扩大化的队伍或个人予

以处罚；

（4）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信息，未按规定及时发布事件警报的队伍或

个人予以处罚；

（5）其他。

具体处罚办法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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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则

10.1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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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不可抗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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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环境应急预案

指企业为了在应对各类事故、自然灾害时，采取紧急措施，避免或最大程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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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预先制

定的工作方案。

（3）环境污染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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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于意外因素的

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人体健

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事件）。

（4）环境污染事件危险源

指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源，以及生产、贮存、经营、使用、运输危险

物质或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备和装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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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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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

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7）环境风险源

衡量是否构成环境风险源的重点是：发生事件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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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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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环境污染事件应急中，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域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对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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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的应

急处理方案。

（10）应急准备

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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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应急响应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12）应急救援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

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13）应急监测

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

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14）应急演习

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

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

10.2预案评审、发布、实施和更新

10.2.1预案评审

企业应当在环境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组织评估小组对本单位编制的环境

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修改。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评估小组的组成人员应当包括环境应急预案涉及的相关部门

应急管理人员、相关行业协会、相邻重点风险源单位代表、周边社区（乡、镇）代

表以及应急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专家。

10.2.2预案发布

预案经批准后，上报、分发给有关部门、企业和社区，并建立发放登记，记录

发放时间、发放分数、接受部门、接受时间、签收人等有关信息。并按规定报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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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管理部门备案。

10.2.3应急预案的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企业组织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项职责和任

务分工；并对员工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实

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10.2.4预案的更新

在下列情况下，对应急预案进行及时更新：

（1）日常应急管理中发现预案的缺陷；

（2）训练、演习或实际应急过程中发现预案的缺陷，导致预警及报告机制、应

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

（3）组织机构、人员及联络方式发生变化导致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

生重大变化的；

（4）应急设备和救援技术发生变化；

（5）企业厂址、布局、原材料、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发生变化等原因导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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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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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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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急预案编制说明

为了规范和加强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

应急预案体系，现将该《预案》的编制过程、主要内容、企业内部征求意见情况、

以及预案评审情况等涉及应急预案编制的相关情况做一说明。

11.1 应急预案编制过程

11.1.1 组建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类别，结合本单位部门职能分工，于 2018年 5月 13

日组建《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该编制小组包括了

厂内的主要负责人员，同时制定了编制计划和工作任务的安排，并于当天正式启动

本项目的工作。

11.1.2 基本情况调查

对广宁县协成皮革厂基本情况、环境风险源、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等

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说明。主要内容有：

1、 单位的基本情况

2、 环境风险源基本情况调查

3、 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11.1.3 环境风险源识别与环境风险评价

根据《风评》可知，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的化学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为 Q=0.2

＜1，故企业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

本次评价对企业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风险源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同类企业发

生环境事件的事例，综合各个风险源的危险性大小以及企业现有防控措施的情况，

得出企业各环境风险源的风险大小。其主要环境风险情况见表 3- 1：

表 3- 1 环境风险评估小结

序号 事故类型 风险源 风险物质 事故情景 风险大小

1

泄漏事故

化工仓库 氨水和甲酸
储存容器因储罐破裂等原

因发生泄漏事故。 一般环境

风险源
2 危废仓库 含铬污泥

因人为操作失误导致含铬

污泥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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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灾事故引

起的环境污

染事件

成品库房 皮革成品

成品库房因人为失误（如吸

烟）所带来的火源引发火灾

事故。

一般环境

风险源

4
废水非正常

排放
废水处理系统 高浓度废水

（1）因泄漏物料或事故废

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影响

其正常运行；

（2）废水处理系统设备故

障。

较大环境

风险源

11.1.4 环境应急能力评估

在总体调查、环境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对企业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措施、

应急装备、应急队伍、应急物资等应急能力进行评估，明确进一步需求。

11.1.5 应急预案编制

1、 于 2018年 5月 10日编制完成《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风评》）和《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资

源调查》），并给企业员工开始进行企业内容审核；

2、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成果开始编制应急预案，于 2018年 5月

12日编制完成《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以下简称《综合

预案》）；

3、 广宁县协成皮革厂于 2018年 5月 20日完成《风评》和《综合预案》的

公司内部审核后对其进行修改；

11.1.6 应急预案的评审、发布与更新

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后，进行评审。评审由企业组织专家以及周边公众代表进行。

预案经评审完善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发布，按规定报广宁县环保局备案。同

时，明确实施的时间、抄送的部门等。

11.1.7 应急预案的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厂组织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项职责和任务

分工，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实现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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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持续改进。

11.2 应急预案重点内容说明

1、 本次的环境风险评估系统性对厂区的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源进行了

评估，得出厂内的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得出这些环境风险源在突发环

境事故下的影响范围，同时对于厂区的防控措施进行的差距分析，分析其不足并提

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2、 环境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根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成果开展应急预

案的编制工作，使预案更具针对性，更合理科学；

3、 预案的事件分级、预警条件与分级与应急响应充分结合《环境风险评估

报告》的对各个环境风险源的评估结论以及企业实际的日常管理、应急能力进行综

合性的描述，使预案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具备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4、 企业的应急组织架构根据企业的各部门、岗位的职责划分以及企业的各

部门间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并根据职工具备的能力安排相应的应急职责；

5、 预案中加强了对污染控制，应急监测等方面内容描述，重点突显本预案

是针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编制的，以使得在应急时真正能够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对

周围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本次的编制除了风评和综合预案外，还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了环境应急

资源调查报告。

11.3 企业内部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

征求情况

广宁协成皮革厂各个主要车间的员工对《风评》和《预案》提出了意见，意见

主要有以下几点：

（1）针对性的指出了部分细节不符合厂区实际情况的地方；

（2）对于全厂的防控措施和应急资源进行了一一核实，确保符合实际：

（3）指出预案应体现实际情况，例如风险物质，响应流程等；

（4）对于现场处置提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处置措施等。

周边村民指出他们比较关心企业发生事故会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如果造成危

害时他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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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情况

1、 根据广宁县协成皮革厂员工的意见，进行了一一核实，并进行修改和完

善，确保其符合实际的同时满足编制要求。

关于村民指出的问题，我们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会对每个风险源进行分

析，会明确企业的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范围，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可

能危害到的地点进行相应的防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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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评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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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修改说明表

注：1.“说明”指说明修改情况，辅以必要的现场整改图片；

2.“索引”指修改内容在预案中的具体体现之处。

现场整改图片：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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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系统标识完善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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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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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后：

应急备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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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污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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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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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和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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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身份证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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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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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关附件

12.1附件 F1：应急组织体系联系方式

应急指挥部

应急岗位 人员 联系方式

总指挥 黄永洪 13318109928
副总指挥 杨活祥 13928660213

指挥办公室 梁日新 15813952427

救援小组

设备抢修组

苟家术 18938339645
周炳羽 15218451767
梁锡桃 18316205751

疏散警戒组

王茂香 18818499495
钟香英 15016398170
郑矿容 13413861831

生产抢险组

谢锡娟 15813952427
陈惠常 18929845367
凌汉荣 13211054806

环境保护组

曾永标 13717242725
杨 安 18300171751
谭罗杰 13607415177

后期保障组
向红兵 13413869327
陆正忠 18744983677

应急监测组
林国友 13790929288
陈顺军 1828694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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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附件 F2：政府有关部门及周边单位联系统方式

表 12- 1外部联系方式

外部救援力量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政府环保部门

广宁县环境保护局 0758-8628887

广宁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0758-8628881

肇庆市环境保护局 0758-2781018

肇庆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0758-2209836

公安消防部门
广宁县石涧派出所 0758-8711262

广宁县消防中队 0758-8914113

医疗卫生部门
广宁县人民医院 0758-8662715

广宁县石涧镇卫生院 0758-8711233

专业环保公司 肇庆市新荣昌工业环保有限公司 0758-8419008

公用联系电话

消防局 119

公安局 110

医院急救 120

交通报警 122

环保热线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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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附件 F3：应急物资/装备一览表

表 12- 2应急物资装备一览表

序号 品名 单位 数量 放置位置

1 消防栓 个 3 生产车间

2 灭火器 个 30 生产车间

3 过滤防毒口罩 个 10 生产车间、办公室

4 防护眼镜 双 5 生产车间

5 耐腐手套 箱 1 生产车间

6 水带 卷 1 污水池

7 吸污泵 个 2 污水池

8 沙袋 袋 20 仓库

9 铁铲 个 5 仓库

10 胶带 箱 1 办公室

11 应急灯 支 8 办公室

12 雨衣 套 8 办公室

应急物资联系人：杨活祥（13928660213）

污水处理站 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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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墙管理制度 应急照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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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附件 F4：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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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附件 F5：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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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附件 F6：水环境风险受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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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附件 F7：应急设施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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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附件 F8：企业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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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附件 F9：企业雨水、污水管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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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附件 F10：环境风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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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附件 F11：响应急流程图

图 11- 1应急响应流程图

广宁县环保局



广宁县协成皮革厂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93

12.12附件 F12：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

表 12- 3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初报）

报告方式
1 电话报告

报告人
内部

2 书面报告 外部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已污染的范围

可能受影响区域

潜在的危害程度

转化方式趋向

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建议采取措施

直接人员伤亡

和财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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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4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续报）

报告方式 电话报告或网络报告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事件发生原因

事件发生过程

事件进展情况

采取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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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5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表（处理结果报告）

报告方式 电话报告或网络报告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年月日时分

单位名称

地址 省市区街道（乡、镇）路号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发生位置 设备、设施、名称

物料名称

类型 泄漏、火灾、爆炸、其它

污染物名称 数量 排放去向

报告正文：

一、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

二、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三、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

四、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五、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

七、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不够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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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附件 F13：环评批复与环保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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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 环评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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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 环保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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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附件 F14：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图 11- 4 危险废物处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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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 危险废物转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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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附件 F15：现场应急处置预案

序

号

事

故
警戒 断源 监测 截流 消污

注意

事项

1

化

学

品

泄

漏

事

故

（1）疏散

警戒组立

即对事故

现场进行

警戒，根

据上级指

令划定警

戒范围；

（2）将事

故现场无

关人员进

行疏散，

并制止一

切可能导

致事态进

一步恶化

的行为。

（1）设备

抢 修 组 立

即 配 戴 好

防 护 用 品

与 堵 漏 器

材，对泄漏

口 进 行 堵

漏；

（2）生产

抢 险 组 对

事 故 现 场

周 边 的 火

源 等 危 险

源 进 行 消

除，避免导

致 发 生 火

灾事故，导

致 事 态 进

一步恶化；

（3）若在

无 法 完 成

堵 漏 的 情

况下，将未

泄 漏 的 化

学 品 转 移

至 其 它 容

器内。

环境保护组

在实时监控

废水处理系

统进水、出

水 指 标 情

况，避免出

现化学品进

入废水处理

系统导致运

行不稳定等

现象发生。

（1）正常情况下

环境保护组利用化学

品储存区的门槛，对

泄漏的化学品进行截

留、收容；在有效堵

漏及截留的情况下，

对泄漏物进行转移。

（1）防控失效情况下

a.环境保护组在化学

品泄漏无法控制或储

存区无法满足化学品

泄漏量的情况下，在

风险单元周边设置临

时围堰，对泄漏物料

进行截流，同时对截

流的污染物传送至事

故池进行暂存；

b.环境保护组、生产

抢修组及设备抢险组

在转输泵出现故障或

事故池无法收容时，

用废弃的布料等可吸

附化学品的物资对泄

漏物进行吸吸附，同

时启用备用水泵使泄

漏物输送到废水处理

系统进行处理，并根

据输送污染物的量及

浓度对废水处理工艺

进行调整。

c.环境保护组确保在

应急过程中物料无法

进入雨水管网，或进

入雨水管网后，需利

用布料、泥土、沙袋

等物资堵塞雨水排

口。

（1）将截

流 暂 存 的

泄漏物料，

在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可

接 收 的 情

况下，直接

排 放 至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进 行 处

理；

（2）对事

故 现 场 进

行冲洗，并

将 冲 洗 水

排 放 至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进 行 处

理。

（ 1）
应 急

人 员

就 做

好 个

人 防

护，配

带 好

防 毒

面 具

等 防

护 措

施，避

免 在

抢 险

过 程

中 受

伤 或

中毒；

（ 2）
后 勤

保 障

组 负

责 应

急 物

资 的

调度，

确 保

需 要

时 可

快 速

获取。

（ 3）
后 勤

保 障

组 对

受 伤

人 员

进 行

医 疗

救护。

2

火

灾

引

起

的

（1）疏散

警戒组立

即对事故

现场进行

警戒，根

（1）生产

抢 险 组 接

到指令后，

立 即 组 织

消 防 灭 火

（1）用布条

等较轻的物

质对风向进

行确认，并

大体上判断

（1）正常情况下

环境保护组布设临时

围堰，将消防废水控

制在围堰内，避免四

处蔓延，同时将消防

（1）将截

流 暂 存 的

泄漏物料，

在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可

（ 1）
应 急

人 员

就 做

好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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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故
警戒 断源 监测 截流 消污

注意

事项

环

境

污

染

事

故

据上级指

令划定警

戒范围；

（2）将事

故现场及

下风向无

关人员进

行疏散，

并制止一

切可能导

致事态进

一步恶化

的行为。

工作；

（2）生产

抢 险 组 安

排 人 员 立

即 转 移 周

边 可 能 受

污 染 的 物

质 或 可 能

导 致 火 势

进 一 步 扩

大 化 的 可

燃物品；

（3）立即

关 闭 火 灾

区 域 相 关

电源设备；

（4）生产

抢险组安

排人员对

风险单元

内未受到

影响的物

料进行转

移。

风速；

（2）环境保

护组在消防

废水进入废

水处理系统

的情况下，

实时了解进

水 水 质 情

况、废水处

理效果，避

免出现超标

排放情况。

废水用泵传送至事故

应急池暂存。

（2）防控失效情况下

a.环境保护组、生产

抢修组及设备抢险组

在转输泵出现故障或

事故池无法收容时，

启用备用水泵使泄漏

物输送到废水处理系

统进行处理，并根据

输送污染物的量及浓

度对废水处理工艺进

行调整。

b.暴雨情况下，泄漏

物料进入雨水管网，

环境保护组立即利用

厂区内未被燃烧的皮

革成品封盖厂区的雨

水渠以及砖块、沙袋

等物资对事故废水进

行截留，缓解大量的

事故废水流入雨水管

网排至外环境。

接 收 的 情

况下，直接

排 放 至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进 行 处

理；

（2）对事

故 现 场 进

行冲洗，并

将 冲 洗 水

排 放 至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进 行 处

理。

人 防

护，配

带 好

防 毒

面 具

等 防

护 措

施，避

免 在

抢 险

过 程

中 受

伤 或

中毒；

（ 2）
后 勤

保 障

组 负

责 应

急 物

资 的

调度，

确 保

需 要

时 可

快 速

获取

（ 3）
后 勤

保 障

组 对

受 伤

人 员

进 行

医 疗

救护。

3

废

水

非

正

常

排

放

事

故

疏散警戒

组立即对

事故现场

进 行 警

戒，根据

上级指令

划定警戒

范围。

若进水水

质对废水

处理系统

运行产生

较大影响，

通过工艺

调整无法

短期内恢

复的，根据

事故严重

程度对进

水水量或

进水水质

环境保护组

对废水处理

系统进、出

水水质进行

跟踪监测，

实时了解废

水 处 理 效

果。

（1）废水处理系统故

障

废水处理系统发生故

障，立即进行事故排

查，明事故原因，并

进行维修。减少或停

止废水的排放量，降

低运行系统的处理负

荷。必要时可通过增

加投药量，控制废水

处理效果，避免出现

超标排放。

（2）废水处理效果降

/

在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处

理 后

的 尾

水 出

现 或

可 能

出 现

超 标

排 放

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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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故
警戒 断源 监测 截流 消污

注意

事项

浓度进行

控制，甚至

停止进水。

低

前端发生事故，高浓

度事故废水进入废水

处理系统，通过减少

或停止前端生产，减

少或停止生产废水的

排放，降低废水处理

系统的运行负荷；增

加投药量，调整运行

工艺，增强处理效果；

在必要时可考虑向废

水处理系统输送清

水，降低废水的浓度，

使废水得到有效处

理。

（3）尾水超标外排

若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的尾水出现超标排

放，则及时调整工艺，

通过调整水泵传输控

制废水出水水量，或

将废水转移至事故应

急池，严重时甚至停

止出水。若环保局到

场，则听从环保局人

员指挥处理。

及 时

向 环

保 报

告，听

从 环

保 局

的 指

示 开

展 应

急 抢

险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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