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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编制目的

为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及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以及在事故发生时我公司各组

织机构能“及时、有序、高效”的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工作，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政策法规，我公司从管理层、技术

层、工作基层抽调部分员工组成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小组内互相交流、讨论，结

合生产运行实际，编制《突发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编制的目的在于掌握沈阳荣恒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目前已有以及外部可利用的应急资源，包括物资、设施、制度、人员队伍等方面，

找出存在的不足、欠缺以及不完整之处，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短期、中期、长期

整改，不断完善应急保障，以便妥善处置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

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

1.2 编制原则

（1）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将厂区目前的运营机制与标准及规范进行对比，讲求实事求是，对于厂区尚

未完善的设施、制度、物资等方面，不能进行随意编造、“以无充有”，做到“客

观、公平”。

（2）依据规范，严格要求

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技术导则》（HJ/T169-2004）等相关规范及标准中对项目工艺、设备、设施及制

度要求，建立标准化的运营机制。

（3）分析到位，整改合理

要求从“队伍、设施、物资、制度”等各个方面对厂区目前已有的应急资源进

行调查分析，不可只偏重于某一方面，对于落实不到位的，提出符合本厂区实际

的、合理的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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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应急资源

2.1 应急队伍

沈阳荣恒热力供暖有限公司成立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由总指挥张云

启、生产副总指挥孙博学、邱月文、抢险组组长候胜军、通讯组组长李庆平、后

勤保障组组长魏胜利、疏散引导组组长杨爽、环境保护组组长付博组成、救护组

组长屈小亮组成。发生重大事故时，由指挥领导小组组织处置，由张云启任总指

挥，由孙博学、邱月文任副总指挥，负责公司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和指挥。注：如

总指挥或副总指挥不在时，由其他组组长任为临时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指挥。

一级指挥(总指挥) 厂长 张云启

二级指挥(副总指挥) 生产副厂长 孙博学 技术部 邱月文

三级指挥(副总指挥) 通讯联络组组长 李庆平

抢险救援组组长 候胜军

救护组组长 屈小亮

疏散引导组组长 杨爽

后勤保障组组长 魏胜利

环境保护组组长 付博

应急组织机构图见图 2.1-1。

图 2.1-1 应急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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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应急小组成员及职责

表 2.1-1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党政职务 指挥部职务 姓名 手机（电话）

总指挥 厂长 张云启 13390118744

副总指挥 副厂长 孙博学 13624010073

副总指挥 技术部 邱月文 13390118906

救护组 技术部 屈小亮 15040107012

抢险救援组 生产部 候胜军 15940642233

通讯联络组 生产部 李庆平 13390118344

疏散引导组 生产部 杨爽 13022421110

后勤保障组 生产部 魏胜利 15640212289

环境保护组 生产部 付博 15942086618

2.1.2.1 指挥机构的职责

（1）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组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2）根据事态情况，决定预警发布和终止。

（3）决定应急响应行动方案的启动和终止。

（4）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上报工作和媒体的信息披露工作。

（5）组织协调外部救援力量、救援物资，向社会救援机构求助。

（6）协调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接受政府指令和调动。

（7）组织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根据事件情况及时修订预案。

（8）根据应急领导小组要求，负责总体应急指挥工作，针对事态发展制定

和调整现场应急抢险方案，迅速使灾害事故得到控制，尽可能防止次生灾害或二

次事故发生。

（9）掌握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类型、规模、分布和严重程度等情况，建

立突发环境事故应急相应系统。如地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

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10）负责收集、传递现场信息，接受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并根据预警信息

判断和确定事件等级。

（11）负责组织实施救援、抢救和事故处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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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和地方政府汇报应急处置情况。

（13）执行应急领导小组的命令，组织事故现场处置、调查、应急监测和专

家咨询工作，组织开展事故责任调查、影响评估，并提出灾后恢复生产和环境修

复的意见。

2.1.2.2 指挥部成员职责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成立应急指挥部，由组长担任指挥长，

副组长担任副指挥长，控制现场制止事态蔓延。

（1）组长（指挥长）：负责组织分析紧急状态，确定相应报警级别，对重大

问题做出决策，决定通报外部救援机构；决定请求外部救援；决定撤离疏散方案；

下达抢险救援命令，组织协调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2）副组长（副指挥长）：配合组长做好应急抢险工作的实施，具体协调各

抢险救援队的抢险工作，向上级报告抢险情况。在组长不在抢险救援现场时担任

组长职责。

组员：在组长、组长领导下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在突发环境事件中承担其职

能部门责任，指挥相应应急小组工作。

2.1.2.3 现场指挥与救援专业小组的组成及职责

（1）抢险救援组

组长：由候胜军组长

组员：班组长为骨干，由岗位操作人员和其他部门班组人员组成兼职消防队

员。

职责：

1）负责现场设备抢险抢修作业。

2）及时查明事故现场泄漏部位，并采取正确措施进行堵漏，及时消除泄漏

源。

3）负责回收泄漏危险化学品及污染物。

（2）通讯联络组

通讯组长：由李庆平担任组长

职责：

1）负责对内信息联系，准确传达指挥部对个应急小组下达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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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维护通讯工具，确保其长期处于良好状态，为应急通讯做好保障。

3）在必要时，根据指挥部命令联络外部社会救援机构和专家。

4）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信息上报工作。

5）负责相邻地区单位和居民的信息通报工作。

（3）救护组

组长：由屈小亮担任组长

职责：

负责现场医疗急救，联系/通知医疗机构救援，陪送伤者，联络遇难者及伤

者家属。

（4）环境保护组

组长：由付博担任组长

职责：

1）在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组织、协调、实施突发环境事件

的应急监测工作。

2）负责配合外部机构进行事故现场的污染物控制、监测、分析工作，及时

报告应急监测结果，提出处置建议。

3）监督检查应急响应行动中环保处理措施的落实和保障；

4）在应急响应行动中，配合抢险救援组，按现场指挥的要求，对污染场所

进行跟踪监测，防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

5）组织制定 ( 修订 ) 应急监测预案、负责指导制订和实施应急监测方案、

制定应急监测人员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检查落实应急监测装备、负责组织应急

监测演习、组织编制应急监测工作报告等。

（5） 后勤保障组

组长：由魏胜利担任组长

职责：

1）负责抢险救灾物资的供应和运输。

2）接到应急预警通报，立即调动应急物资到指定地点，根据指挥部要求清

点应急物资，如发现不足，马上向上级或外部救援单位申请援助。

3）在救援人员不足时，立刻调集储备人员参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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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日常应急物资储备、保管和供应。

（6） 疏散引导组

组长：由杨爽担任组长

职责：

（1）熟悉本单位的应急疏散预案内容，掌握疏散通道位置及走向；

（2）每日按要求开展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

（3）营业前检查疏散通道，并保持畅通；

（4）必须做到“四懂四会”：懂本单位的火灾、爆炸、泄露事故危险性、懂

预防措施、懂火灾扑救方法、懂逃生自救；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及安全防护器材，

会处理险情事故，会疏散逃生；

（5）发生火灾等事故后立即组织引导在场人员从就近疏散出口逃生。

2.2 应急风险防范措施

2.2.1 生产设备及原材料风险防范措施

由于奶站热源厂位于居民小区内，而现阶段无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一旦发生

环境事故，将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建议热源厂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加强对设备的维修管理，使其在良好情况下运行，严格按照规范操作，

杜绝事故排放；

（2）为保证除尘效率，提高设备的运行率，应重视除尘器的日常管理，保

证设计的除尘效率，避免事故发生。一旦除尘系统发生故障，导致烟尘大量增加，

必须停炉检修，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3）为保证脱硫效果，应严格按照脱硫装置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控制好

氧化镁投放比例等操作条件，保证达到设计的脱硫效率；

（4）烟气排放口要按要求安装烟气自动监测系统，在线监测 SO2和烟尘的

排放浓度，一旦出现问题，应立即停炉并采取措施，确保烟气中 SO2和烟尘的浓

度达标排放。为保证脱硫效率及 SO2排放总量达到要求，建议在线控制系统与添

加氧化镁系统及锅炉主控系统联网，一旦出现超标排放则能自动采取措施；

（5）对除尘器下的灰斗中贮灰高度应有可靠的监测设备，并加强人工观察，

确保除尘器下灰系统顺畅，防止由于灰斗中存有大量积灰而导致二次飞灰污染事

故发生，同时在灰斗上方设喷淋装置，经常喷水增湿，以防止飞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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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车工况（烟气经旁路管道排放）时，应提前向环保部门报告，做好

周围群众的宣传沟通工作，同时加强管理；

（7）煤车及灰渣运输时必须加盖，并要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运输及装卸煤

作业，防止大风刮起大量的煤尘污染沿途及厂区内环境；

（8）定期对粉煤灰的输灰管道进行检查，以避免输灰管道老化、龟裂，产

生裂痕、出现破损时导致粉煤灰的泄露；

（9）燃料煤、灰渣应全部封闭储存。

2.2.2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防范措施

使用过程中，必须加强安全管理，提高事故防范措施。突发性污染事故特别

是爆炸等的重大事故将对事故现场人员生命威胁和健康影响造成严重危害，此外

还将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对生态环

境也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提高对突发性污

染事故的应急处理和处置的能力，对医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发生突发性污染事故诱发因素很多，其中人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或指挥失误；

（2）违规操作

因此对突发性污染事故的防治对策除了应科学合理的进行用地选址之外，还

应从以上几点严格控制和管理，加强事故预防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理处置的技能，

懂得紧急救援的知识。“预防为主、安全第一”是减少污染事故发生、降低污染

事故损害的重要保障。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针对本项目的特点，本报告建议在运行阶段应考虑下列安全防范措施，以避

免事故的发生：

①加强管理，提高员工水平和意识，防止有毒有害物料泄漏；

②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防止事故排放；

（3）提高认识，完善制度，严格检查

奶站热源厂应提高对灾发性事故的警觉和认识，做到警钟常鸣，将“安全第

一，以防为主”作为公司经营的基本原则；奶站热源厂建立安全与环保科，并由

厂长直接领导，全力支持；保安科主要负责、检查和监督奶站热源厂的安全和环

保设施的正常运转情况；对安全和环保应建立严格的防范措施，制定严格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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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并开列出潜在危险的单元清单，参照跨国公司的经验，将“ESH（环

保、安全、健康）”作为一线经理的首要责任和义务。

（4）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安全意识

奶站热源厂应加强技术人员的引进，同时，对事故易发生单元员工必须进行

上岗前的专业技术培训，使所有操作人员熟悉自己的岗位，树立严谨规范的操作

作风，并且在任何紧急状况下都能随时对设备进行控制，并及时、独立、正确地

实施相关应急措施，严格管理，提高安全意识。

（5）提高应急处理的能力

奶站热源厂应对具有高危害设备设置保险措施、对危险单元可设置必备的应

急措施。并制定奶站热源厂的应急计划、定期进行安全环保宣传教育以及紧急事

故模拟演习，配备必要和适当的通讯工具和应急设施。

2.2.3 火灾、爆炸事故影响分析

本项目锅炉燃煤供暖，如使用操作不当及管理不善，易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

当锅炉遇到缺水、超压、爆管等情况极易发生爆炸情况。在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

如工作人员未及时撤离有烧伤的危险。

2.3 应急物资

公司现有应急物资及装备见表 2.3-1。

表 2.3-1环境应急物资一览表

工程名称 奶站热源厂

建设单位 沈阳荣恒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摆放位置 生产厂家 数量

消火器材箱 / 电气间 / 2

消防沙箱 / 电气间 / 2

消防沙桶 / 电气间 / 2

手提式干灭粉器 ABC型 电气间 / 30

2.4制度

为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故，尽可能减小事故造成

的损失，平时必须作好应急救援的准备工作，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

嘉峪关盈都钢构有限公司制定了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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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理制度有：岗位责任制、值班制度、教育和培训制度、应急救援器材的检查、

维护制度、预案演练制度等。

2.5 通讯

指挥部人员、各应急救援队伍成员手机应 24 小时开机，发生事故时能保障

立即收到通知赶赴现场及时开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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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救援

当事故未能及时控制，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及时进行信息上报、请求外部

救援，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1）公安部门

协助公司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和污染区。

（2）消防队

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主要为锦州市消防队。

（3）环保部门

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4） 医疗单位

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外部应急救援通讯录见表 3-1。

表 3-1 外部应急救援通讯录

类别 单位 联系电话

公用电话
沈阳市急救中心 120

沈阳市消防队 119

环保

沈阳市环保局 024-12369

辽宁省环保厅 024-86625021

辽宁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024-86806297

沈阳市和平区环保局 024-31912713

环保和平分局环境监察大队队员 18624338005

安全

公安治安 024-31912735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24-25906569

消防 024-31912719

周边情况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024-82702500

广成小区 400-689-1717

龙汉大厦 15998869919

中技大厦 024-22828009

总统大厦 024-22813800

和平大厦 024-8218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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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我公司应急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1）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制小组，编制完成《沈阳荣恒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奶

站热源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小组将长期成立，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学习，

为我公司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2）制定部分环境风险防范制度，用于预防及预警，制度包括：人员巡查

制度、作业管理制度等；

（3）落实各生产区块的环境应急责任人，对各责任人进行应急知识宣传及

培训。

5 存在的问题

（1）已编制的应急预案还未进行评审、在环保部门备案，对应急工作的开

展造成一定影响；

（2）环境应急相关的宣传、培训和演练不够。

6 需要整改之处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之处，如下：

（1）尽快完成已编制应急预案的评审、备案、修改、发布，根据会上专家

意见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2）深入开展应急宣传、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员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

力，努力提高员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其中，应急演练至少每年组织

一次，演练需侧重“信息上报”、“应急处置”；

（3）还需储备的应急物资见表 6-1。

表 6-1 需准备的应急物资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劳动保护用品 套 10 /

2 应急照明灯 个 2 /

3 消防器材 套 7 /

4 消防沙 个 5m3 /

5 灭火毯 个 3 /

6 交通工具 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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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救援装备 套 1 /

8 应急药品 套 4 /

9 通讯系统 套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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