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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修编背景 

1.1.1 备案情况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版环境应急预案于 2018 年 10月在重庆市涪陵区环

保局备案，备案编号（500102-2018-071-S）。现有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估范围为：主体

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及其周边水环境通道、大气环境通道、

环境风险受体等。 

1.1.2 执行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情况 

序号 要求 具体要求措施 企业执行情况 
1 应急培训和

应急演练 
应急队伍的培训主要是对应急救援小组的培训。

每年进行一次，由各专业队伍负责组织进行培训。 

公司每年组织进行一次以上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演练。 

2018年5月18日,企业开展

氧化铝浓相输送管道泄漏

事故应急演练并对结果进

行了总结，提出了此次演练

中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措施。 

2020年 9月 15日，企业开

展柴油运输过程中泄漏事

故应急演练并对结果进行

了总结，提出了此次演练中

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措施。 

2 突发环境事

件信息报告

制度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并有效执行 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报告制度，明确了相应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的流

程，并落实到各个职能部 
门 

3 定时对应急

预案进行修

订更新 

为适应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结合生产过

程工艺改变、应急资源发生大的调整、应急演练

中发现较大缺陷或问题等情况、企业主要人员变

动，将对预案进行修订更新，并将新预案发送到

公司内各部门进行学习。至少每三年外部评审一

次，并及时根据评审结论进行修订备案。 

三年内生产工艺基本没有

变化，企业主要人员无变

动，本次对 2018 01 版应急

预案进行修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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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修编原因 

对照《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案版本号：2018 版 01

号），本次修编主要有如下原因： 

（1）由于厂内相关人员变动，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相关职责发生变化； 

（2）2018 版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已满三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法律法

规在上轮备案后发生了变化。 

为此，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对现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编，形成《重庆

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 修订版）》。 

1.1.4 修编过程概述 

本预案修编结合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情况，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重庆环境保护局关于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的通知》参考附件、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等技术文件的相关规定

进行，编制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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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重点内容说明 

预案共分为：总则、应急组织与指挥、预警、应急处置、应急终止、后期处置、应

急保障、应急培训和演练、奖惩、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等。并重点对重庆国

丰实业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进行等级评估，根据环境风险等级评估报告，分析了公司的主

要环境风险事故类型，细化了公司环境风险事故的预防和预警，提出了各种事故情况下

应急响应程序及处置措施，确保企业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能够及时、科学、有效予

以应对，最大限度的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环境风险识别

基本情况调查

开始编制

成立编制组，制定编制计划

编制应急预案

预案评审与演练

环境风险评估 应急资源调查

确定风险等级

预案签署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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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本应急预案修编过程中征求了公司各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周边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群众、辖区相关主管部门及评审专家组的意见及建议，编制小组对所有征求意见积极采

纳并进行了完善，见表 1.1-2。 

表 1.1-2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征求的意见 采纳情况说明 
1 预案的编制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编制。 已采纳 
2 预案中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要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应急处置措施。 已采纳 

3 
预案中应急组织人员的职责要详细、具体，相应的责任要落实到人员岗位

上。 
已采纳 

4 细化事故分析情景，根据可能的事故情景，完善现场处置方案。 已采纳 

1.1.7 评审情况说明 

2021 年 9 月 28 日，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进行了函审，根据专家意见进

行了认真修改、完善，形成《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 修

订版）》最终稿。 

1.2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环境安全管理，提高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

和处置能力，增加企业预警、现场应急处置能力，规定不同情景下应急处置人员的职责、

分工，明确预警和处置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特对 2018 年版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修订，为清溪园区、涪陵区人民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及相

关部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依据，进行相应工作的衔接、协调、配合。 

1.3 编制依据 

1.3.1 法律及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 年 12 月 26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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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第 81 号，2021 年 4 月 29 日修订)； 

（6）《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 号)（2013 年 12 月 7 日修

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 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1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0 号 2015

年 7 月 1 日施行)； 

（1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2011 年 4 月 18 日)； 

（13）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0〕113

号)； 

（14）《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保总局令〔2005〕第 27 号)； 

（15）《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发〔2006〕50

号； 

（16）《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

77 号）； 

（17）《关于加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的通知》（渝环〔2014〕121 号）； 

（18）《关于部署使用重庆市环境风险应急指挥系统的通知》（渝环办〔2017〕109

号）。 

1.3.2 标准、技术规范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3）《化学品分类和标签技术规范》（GB30000-2013）； 

（4）《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5）《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 ）272 号）；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7）《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国家安全生产监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 

督管理局 安监总管三〔2011〕95 号 ）； 

（8）《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 年修订）； 

（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50/418－2016）； 

（10）《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11）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的

通知（2018 年 1 月 30 日）； 

（12）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 5 号令）。 

（13）《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1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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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环保部〔2016〕

74 号）。 

1.3.3 其他参考资料 

（1）《电解铝浮渣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2016 年 10 月）； 

（2）《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电解铝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重庆市国咨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2018 年 1 日）； 

（3）《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8 版 01 号）； 

（4）《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2018 年版）； 

（5）《重庆腾泰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8 万吨电解铝项目环保备案申报材料》（重庆

腾泰铝业有限公司，2014 年 10 月）。 

1.4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在油料、乙炔气瓶在储存、使用过程中发

生或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情况下的预警、报告、处置、应急监测和应急终止等工作。可能

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包括： 

1、在厂区内装卸、储存、生产过程中因油料、乙炔气的泄漏或发生意外事故造成

的污染、火灾、爆炸事件及可能引起的次生、衍生厂外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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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装卸、储存、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非正常排放、事故排放造成的突发性

环境污染事故。 

1.5 工作原则 

快速响应、统筹安排、科学应对、环境优先、先期处置、平战结合。 

1.6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本预案设置了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及针对各突发环

境事件情景制定的现场处置方案、危险废物泄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向上依次衔接清溪

园区、涪陵区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应急预案，同时衔接公司生产安全应急预案，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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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预案体系结构图 

 

 

 

 

 

 

 

涪陵区政府、清溪工业园区、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应急预案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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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与指挥 

2.1 内部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设立内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体系，根据重庆国丰实业有

限公司人员及工作制度，应急指挥体系由事故应急指挥部、抢险救援组、综合协调组、

医疗救护组、应急监测组、警戒保卫组组成。 

应急组织机构是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非常设机构，当启动本预案时成立该组织机

构，应急终止时机构功能随之停止。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内部应急组织机构图见图 2-1，组织机构成员组成及职责见

表 2.1-1。 

 
 

图 2-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图 

表 2.1-1 组织机构成员组成及职责 

组织机构 负责人 职务 组成人员   机构职责 

应急指挥 总经理 总指挥 总经理、副总经理 ①决定启动、终止应急预案，由总指挥发布；

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办公室

抢

险

救

援

组

综

合

协

调

组

医

疗

救

护

组

应

急

监

测

组

警

戒

保

卫

组

总经理任总指挥

安全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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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②全权负责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对应

急方案进行决策，由总指挥下达应急指令；

③根据事态发展和控制程度，适时提高或降

低响应级别，并调整事故处置方案；④由总

指挥及时向涪陵清溪工业园区、涪陵区人民

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信息，并

向周边居民和企业进行通报；⑤配合政府部

门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 

抢险救援

组 

总工程

师 

组长 电解车间主任、动

力车间主任、设备

主管、发展计划部

经理 

负责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

工作。 

医疗救护

组 

人力资

源经理 

组长 安全员、车间安全

员 

负责现场医疗救护指挥及对受伤人员的现

场抢救、处理和转院护送工作。负责对受伤

人员及家属进行慰问和安抚，了解伤员救护

情况等工作。 

警戒保卫

组 

综合管

理部主

任 

组长 保安队长、车间设

备员 

负责事故现场的警戒、道路管制方面的工作，

必要时，具体负责实施人员的疏散方案，参

与疏散人员的转移等工作。 

应急监测

组 

安全环

保部经

理 

组长 安全主管、环保员 联系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协助其开展环

境应急监测工作，监测内容为废气、废水、

地表水水质的应急监测工作。 

综合协调

组 

工会主

席 

组长 财务主管、综合管

理部主任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物资和装备的供

应、运输车辆的供给等保障工作，负责与公

司及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参加事

故的原因调查和企业损失统计，组织事故分

析会议以及事故总结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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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应急组织机构成员见表 2.1-2。 

表 2.1-2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应急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应急职务 公司职位 手机 

24 小时值班电话：023-72207057 

应急救援指挥部 

1 刘维 指 挥 长 总经理 13908250233 

2 倪守祥 副指挥长 副总经理 13983583593 

抢险救援组 

1 吴正伟 组长 总工程师 13320371966 

2 何光文 成员 电解车间主任 13060268965 

3 张棋 成员 动力车间主任 18512350580 

4 罗世伟 成员 设备主管 13658280116 

5 陈寒冰 成员 发展计划部经理 13594582590 

医疗救护组 

1 蔺莉 组长 人力资源经理 13896590730 

2 王杰 成员 安全员 13650525794 

2 杨实敏 成员 车间安全员 15520183661 

警戒保卫组 

1 胡学科 组长 综合管理部主任 13996862912 

2 刘晓刚 成员 保安队长 13251191336 

3 钟 涛 成员 车间设备员 18983308895 

应急监测组 

1 潘远明 组长 安全环保部经理 13996886753 

2 周晓华 成员 环保员 13340362221 

3 周鑫 成员 安全主管 13330387280 

综合协调组 

1 雷发云 组长 工会主席 18083075667 

2 覃琼 成员 财务主管 13609475116 

3 秦伟 成员 综合管理部主任 15123643260 

2.2 政府主导应急处置后的指挥与协调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到场外，公司应对能力不足时，及时

向涪陵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局及外部有关单位求援。当由政府或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

门介入或主导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时，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内部应急

组织机构成员不变，职责由负责应急处置转变为服从指挥，配合相关部门参与处置工作。

政府等相关部门联系方式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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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政府等相关部门联系方式一览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备注 

医疗救护 120  

火   警 119  

涪陵区政府 72212345  

涪陵区环保局 72899929  

涪陵区安监局 72230615  

涪陵区消防支队 72300526  

涪陵区卫生局 72370973  

交通事故报警 122  

清溪园区 85696896  

清溪镇应急办 72713030  

东庆铝业 7271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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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警 

3.1 预警监测 

根据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结论，结合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情景，制定预警监测制度及工作方案，见表 3.1-1。 
表 3.1-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预警监测制度及工作方案 

监测/ 检 

查设施 

监测/检查点位 监测/ 检查项目 监测/ 检
查频次 

监测/ 检查

方法 
责任人 备注 

库房地面及收

集沟 

构筑物（有无破

损或堵塞）  

1 次/天 现场检查 公司工作

人员 

环保重点检

查项目 

库房（油料

库房，危险

废 物 暂 存

间 见 专 项

预案） 

库房通风设施 设备质量（功能

正常） 

1 次/天 现场检查 公司工作

人员 

安全工作重

点检查项目 

乙炔钢瓶 
乙炔钢瓶存放

区 

可燃气体监测报

警仪 
1次/天 

现场检查监

测报警仪 

公司工作

人员 

安全要求日

常检查 

废气处理 废气处理装置 

在线监测系统 

氟化物、二氧化

硫、颗粒物 

1次/天 
现场检查 

废气处理

工作人员 

环保重点检

查项目 

3.2 预警条件及分级 

根据预警对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可以调动

的应急资源，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分为黄色（车间级别）、橙色（公司级别）、红色（社

会联动级别）三个等级。具体分级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预警分级条件 

预警分级 预警条件 
现场发现存在油料泄漏、乙炔泄漏或火灾迹象。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转不正常。 

黄色预警 
发生局部小的火灾或少量泄漏事故，但影响范围不超出生产车间，车间有能力应急

的事故。 

橙色预警 
生产装置发生故障，引起火灾和泄漏，根据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预计环境污染事

件在极短时间内可处置控制，环境影响范围可以控制在厂界范围内，不会对周边企

业、居民产生影响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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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引起的非正常排放，公司及时采取措施，将事故影响降至最

低，未对环境造成影响。 

库房润滑油、柴油泄漏，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影响可能超出厂界，油类泄漏物可能

随着消防废水流入水体。 
红色预警 

乙炔钢瓶发生泄漏，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影响可能超出厂界，公司不可控。 

3.3 预警信息汇总和发布 

预警信息汇总程序为：车间岗位人员/预警监测人员—>当班组长—>车间主任—>安

全环保部—>公司总经理。当预警级别为黄色，由车间岗位当班人员、预警监测人员等

发现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事故、隐患或异常情况，15min 内上报当班组长，当班组

长初步查清事态后在 15min 内报告车间主任；当预警级别为橙色及以上，车间主任立

即报告安全环保部，安全环保部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进行核实，判断事件的性质和类

别，核实后 30min 内报告至公司总经理；当预警级别为红色，由公司总经理在 30min

内报告（电话）至涪陵区人民政府或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当预警级别为橙色及以上时，

可越级直接上报公司总经理。 

当预警级别为黄色，由车间主任发布预警信息；当预警级别为橙色，由总经理发布

预警信息；当预警级别为红色，由公司总经理配合区政府/区生态环境局发布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事件的类别、发生的时间、可能涉及范围、可能危害程度、可能延续时间、

提醒事宜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预警信息发布流程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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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主任

总经理

总经理配合区政府/区生态环境局

图 3-1  预警信息发布流程图

红色

发布和解除红色预警

发布和解除橙色预警

事故现场人员

发布和解除黄色预警

橙色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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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置 

4.1 应急响应分级 

本预案中应急响应分级按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对应

事故等级和预警等级，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响应级别由高到低分别为

一级响应（重大）、二级响应（较大）、三级响应（一般），响应对象分别为公司、车

间、班组。 

响应程序为：发现→上报→预警信息发布→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启动预案，并且按

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应急响应流程见图 4-1，应急响应工作详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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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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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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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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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应急处置与响应工作一览表 

预警

级别 
响应

级别 
方式 负责人 响应措施 

组织车间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处置。 

黄色 三级 电话 
车间主

任 安排车间工作人员加大对油料库房、乙炔钢瓶储存区等巡查频

次，并及时将巡查情况报车间主任汇总。 
组织公司应急工作组进行现场先期处置。 

橙色 二级 电话 总经理 安排车间工作人员加大对油料库房收集沟、雨水沟及封堵情况

的巡查频次，并及时将巡查情况报安全环保部汇总，由安全环

保部上报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组织公司应急工作组进行现场先期处置。 
上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应急办、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科，

并通报周边居民和单位。 应急指

挥部总

指挥 
安排工作人员配合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对雨水排放口进行应

急监测，同时对厂界、下风向敏感点环境空气进行监测。并及

时将事件动态、监测情况报安全环保部汇总，由安全环保部上

报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红色 一级 电话 

政府及

相关部

门 

当由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局及有关部门介入或主

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时，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内

部响应分级及程序不变化，各部门积极配合政府参与处置工作。 
 

4.2 信息报告和通报 

当启动本公司应急预案三级响应级别时，事件第一发现人立即进行先期处置并上报

当班组长，上报方式为电话报告或喊话，报告内容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

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污染情况等。当启动本公司应急预案二级响应级别时，当班组长

初步查清事态后立即报告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接到预警信息后，立即进行核实，判断事

件的性质和类别，核实后立即报告至安全环保部经理，安全环保部经理经核实后，立即

报总经理；报告内容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物质、简要经过、已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的污染情况、经核实后，已采取的措施等。 

当启动本公司应急预案一级响应级别时，安全环保部经理核实清楚后立即报告公司

总经理（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30min之内向涪陵区环保局、清溪工

业园区管委会和涪陵区人民政府应急办报告，同时副总指挥向周边可能受影响的企业

（东庆铝业等）和敏感人群通报，报告与通报的人员、对象、时限、内容及方式等情况

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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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信息报告与通报情况一览表 

报告内容 
响应

级别 

人员

与单

位 

对象 初报 

（60min之内） 

续报（至少 1天

一次） 

处理结果报

告（1 月内） 

方式 

涪 陵 区 生

态环境局 

报 

告 
一级、

二级 

应急

指挥

部总

指挥 

涪陵区人

民政府应

急办 

①突发环境事件的地

点、类型、发生时间、

性质、事件起因、持

续时间；②油料及废

水泄漏量、特征污染

物浓度、影响范围、

事件发展趋势；③火

灾发生时间、持续时

间，火灾事故造成次

生污染事故时污染物

的浓度、影响范围，

事件发展趋势；④已

启动的应急响应、已

开展的应急处置措施。

⑤是否需要其他援肋。 

①油料泄漏、乙

炔泄漏的源头

控制情况;②引

发火灾事故的

次生污染事故

处理情况；消防

废水等控制情

况；③已泄漏油

料、消防废水在

厂区周边沟渠

中的运移情况

和拦截处置情

况；④每日监测

结果；⑤周边企

业及居民受影

响情况；⑥影响

可能扩大的情

况。 

①处置工作

现处阶段；

②恢复生产

情况。 

③处置结果：

包括污染控

制情况和跟

踪监测结果；

④事故发生

后的遗留问

题和潜在危

害。 

电 话

报告 

周边单位 油料泄漏、乙炔泄漏或火灾事故等发生时间、性质、事

件起因、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已开展的应急处置

措施等；需要提供支援的处置人员、机械、药剂、救援

物资等数量。提醒单位根据事态情况，结合单位自己应

急预案组织疏散、防护等。 

电 话

报告 

通

报 
一级 

副总

指挥 

周边居民 油料泄漏、乙炔泄漏或火灾事故等造成环境影响范围；

做好撤离准备，等待通知撤离。 
电话

报告 

4.3 环境应急监测 

根据公司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结合特征污染物的浓度及性质，配合涪陵区生

态环境监测站制定应急监测方案，按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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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应急监测方案 

根据公司风险评估报告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当发生油料泄漏进入外环境、乙炔

泄漏进入外环境、公司火灾爆炸事故等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泄漏的废气对环境空气会

造成影响，泄漏的事故废水或消防废水会对园区污水处理厂、长江的水体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方案如下。 

（1） 环境空气 

根据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废气特征污染物性质等，制定环境空

气应急监测方案，包括监测点位、因子、频次等。环境空气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分析方

法见表 4.3-1 和 4.3-2。 

表 4.3-1 环境空气应急监测方案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功能 备注 
1 上风向厂界 上风向背景点 
2 下风向厂界 控制点 
3 最近的风险敏感点 

非甲烷总烃、

CO、氟化氢 
初期阶段：1 次/1h 
控制阶段：1 次/2h； 
跟踪阶段：1 次/1d 

环境空气 

控制点 

注：1、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风向变化）可适当调整监测点位置，确保监测人员可

迅速到位取样； 

2、连续三次监测浓度均低于标准值或已接近可忽略水平时可停止监测。 

3、未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不测 CO。 

4、同步监测风向、风速、气温、气压。 

表 4.3-2 环境空气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检测下限（mg/L） 方法依据 
1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法 0.04mg/m3 HJ/T 38-1999 
2 CO 非分散红外法 0.07 mg/m3 HJ 965-2018 
3 氟化氢 离子色谱法 0.05 mg/m3 HJ688-2019 

（2）废水和地表水 

根据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废水特征污染物性质等，制定废水和

地表水应急监测方案，包括监测点位、因子、频次等。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分析方法见

表 4.3-3 和 4.3-4。 

表 4.3-3 废水和地表水应急监测方案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功能 备注 

1 雨水排放口 pH、化学 初期阶段：次 控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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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园区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口 控制点 / 
3 园区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口上

游长江断面 
背景点 上游来水水质 

4 园区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口下

游长江断面 

需氧量、

石油类 
/1h 
控制阶段：次

/2h ；跟踪阶

段：次/1d ，

连续 5d 
控制点 废水与河水混

合后 

注：1、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监测点位置，确保监测人员可迅速到位取样。 

2、事故废水/地表水通过连续三次监测浓度均低于标准值时可停止监测。 

表 4.3-4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检测下限（mg/L） 方法依据 
1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钾法 4mg/L HJ828-2017 
2 pH 电极法 +/-0.02 pH 单位 HJ1147-2020 
3 石油类 紫外分光光度法 0.01mg/L HJ970-2018 

4.3.2 应急监测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自身无应急监测能力，当需要开展应急监测时，公司应急监

测组配合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工作。 

4.4 处置方案 

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因素，结合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典型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制定对应的应急处置方案。 

4.4.1 油料库房油料泄漏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油料库房主要储存有润滑油、柴油，事故原因主要为 1、润滑油储存桶、柴油储存

桶破损、侧翻等，发生泄漏；2、泄漏油料遇火源发生火灾爆炸。油料库房泄漏处置方

案见表 4.4-1，火灾爆炸事故的处置方案见公司的安全应急预案。 

表 4.4-1 油料泄漏处置方案 

序号 情景设置  处置措施 

1 泄漏的油料通过截流

沟流入应急事故池内，

未进入外环境。 

（1）扶正侧翻的储存桶，（2）将破损桶内未泄漏油料转移至空桶。

（3）用沙土覆盖油料库房和应急事故池内的泄漏油料并清理收集至

空桶内，（4）破损桶及含油料沙土按危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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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乙炔钢瓶储存区泄漏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乙炔钢瓶储存区存放有乙炔钢瓶，事故原因主要为 1. 在搬运储存作业时，因操作

失误、钢瓶年久失修等，造成钢瓶中的乙炔发生泄漏；2、泄漏的乙炔遇火源发生火灾

爆炸。乙炔钢瓶储存区乙炔泄漏处置方案见表 4.4-2，火灾爆炸事故的处置方案见公司

的安全应急预案。 

表 4.4-2 乙炔钢瓶储存区乙炔泄漏处置方案 

序号 情景设置  处置措施 

1 瓶阀或罐体泄漏，泄漏

量少，可燃气体监测报

警设备及时报警，未发

生火灾爆炸事故，公司

可控。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切断火源，用可燃气体检测器检测库房空气中的乙炔浓度，如果其

浓度抵于乙炔爆炸下限的 1/4，则可以实施止漏或移动气瓶，当其浓

度接近或超过爆炸下限，要立即通风换气，确认没有危险方可进行

止漏或移动乙炔气瓶。在进行止漏或移动乙炔气瓶时，建议应急处

理人员穿防静电工作服，关闭瓶阀止漏，如果阀门或罐体损坏无法

止漏，将乙炔瓶转移到通风、无火源的安全场所让其自然泄漏完毕，

联系充装或销售单位取回气瓶。 

4.4.3 废水泄漏污染环境处置方案 

消防废水、事故废水直接进入外环境，对应的处置方式见表 4.4-3。 

表 4.4-3 废水泄漏污染环境处置方案 

序号 情景设置  处置措施 

1 事故废水、消防废水泄漏 用沙袋将所有沿厂界泄漏的雨水排放口进行封堵，将事故废水、消

防废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网，通过清溪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4.4.4 废气超标排放污染环境处置方案 

废气超标排放污染环境：生产废气处理系统由于停电、设备故障、操作不当等原因

造成废气处理不正常，超标排放。另外，公司作业过程中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火灾爆炸故

中，油料不完全燃烧产生 CO 造成环境空气污染。对应的处置方式见表 4.4-4。 

表 4.4-4 废气泄漏或超标排放污染环境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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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情景设置  处置措施 

1 废气处理系统由于停电、设备故障、操

作不当等原因造成废气处理不正常 

停止生产，停止处置，维修设备，维修完成后按操作

规程处置。 

2 火灾爆炸事故中，油料不完全燃烧产生

CO 造成环境空气污染。 

停止生产，喷雾状水吸收废气；加强环境监测；通知

敏感人群安全转移。 

4.5 配合有关部门应急响应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般环境风险企业，当发生油料库房油料泄漏、乙炔钢瓶

储存区乙炔泄漏、火灾爆炸等突发环境事件时，影响范围涉及到厂区外部，因此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周边居民、企业建立联动机制，借助外部力量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将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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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终止 

5.1 应急终止的条件 

当对发生的事故进行妥善处置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威胁已经消除； 

污染源的监测结果达到环境质量标准； 

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保护公众及环境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

期影响趋于合理乃至可能低的水平。 

5.2 应急终止 

（1）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事故的处理情况，当符合上述规定中任何一种情况，即

可确认终止应急；或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等相关部门确定可以终止应急，由应急指挥

部确认终止应急； 

（2）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向各应急工作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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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应急指挥部下达应急终止指令后，应急指挥组织机构解散。随后由负责生产的副总

经理负责，组织抢险救援组、综合协调组做好污染治理、构筑物重建、人员安抚、设备

物资维护、损失赔偿等善后工作，并配合涪陵区人民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

损害评估、事件调查等工作，具体见表 6.1-1。 

表 6.1-1 善后处置工作一览表 
工作类别 负责部门 具体工作 

污染治理 抢险救援组 负责将事故外泄的油料、受污染的土壤、消防废水进行

妥善收集、处置。 

构筑物重建 抢险救援组 负责对破损的设施设备及建构筑物等进行修复。 

生产恢复 抢险救援组 恢复正常生产，包括废气处理设施亦同步运行。 

人员安抚 医疗救护组 妥善安置受害人员，安排受伤人员及时救治。 

设备物资维护 综合协调组 负责统计应急设备的损坏、应急物资的消耗，并及时进

行维护、补充。 

损失赔偿 综合协调组 负责统计处置过程中公司财产损失，受害受伤人员的经

济损失、专家评估费用等各项支出。 

配合开展评估和

调查 

综合协调组 配合涪陵区人民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环境损害

评估、事件调查等工作。 

6.2 评估与总结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

真分析总结事故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及环境管理工作的建议，

具体见表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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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善后处置工作一览表 

工作类别 负责人 具体工作 

总结事故原

因 

副总经理 总结经验教训，内容包括事故性质、类别、原因、责任、防范措施、

改进措施和处置工作的经验，编制总结报告，并上报涪陵区人民政

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组织预案修

订 

副总经理 组织专家对事故应急处置过程及公司环境应急预案进行全面、专业

的评估，并据此修订预案，并报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配合政府部

门相关评估 

副总经理 积极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的各类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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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保障 

公司的应急保障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资金、物资、通讯、医疗、交通、技术、

外部力量等各类保障。 

7.1 人力资源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共有员工 420 人，设有事故应急指挥部、抢险救援组、警戒

保卫组、医疗救护组、综合协调组、应急监测组，员工每年定期和不定期的开展环境风

险和应急管理宣传培训。应急组织机构组成中，在发生一般事故时均由抢险救援组负责，

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时，公司各抢险应急组全员参与，参与处置人员 20 人以上，应急

监测由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负责，基本可满足一般、较大事件的处置。 

7.2 资金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设立专门的事故预防与应急救援资金。预算中每年提取一部

分资金作为应急资金，应急资金由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安排（包括应急物资、应急装备、

应急技术支持、培训及演练等）项目支出需求作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并能随时取出。 

7.3 物资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设置有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存储库，应急物资储备及设施见表

7.3-1。应急物资由副总经理负责，主要包括对各类物资定时检查清点，对不足部分和临

近有效期的应急物资等及时补充和更新。 

表 7.3-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应急物资一览表 

序号 类型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管理人员 

车辆 1 综合部 
综合部主任：

15123643260 

担架 1 电解车间 

夹板 1 电解车间 

值班长：

13594536991 
1 医疗救助 

急救箱 2 
电解车间、动力   

值班室 

值班长：

13594536991 

扩音器 1 电解车间 
2 

通信联络 

设备 对讲机 4 电解车间 

3 个人防护 安全绳 2 电解车间 

值班长：

13594536991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8 

梯子 1 电解车间 

劳保用品 10 劳保仓库 
仓管班长：

13101115115 

设备 

烫伤膏 3 电解值班室 
值班长：

13594536991 

4 维修设备 设备零部件  物资管理部库房 
仓管班长：

13101115115 

灭火器 176 

电解车间、动力车

间、仓库、公共区

域等 

消防栓 8 环厂区布置 

消防水带 2 门卫室 

电解车间：杨实敏 
15520183661 动力

车 间 ： 何 刚 鱼  
13101128970 仓    
库 ： 陈   健 
13101115115 公共

区 域 ： 刘 晓 刚  
13251191336 门 
卫 室：72207026 

5 消防器材 

消防沙 1箱 柴油库房 
库 管 人 员 ：  
13101115115 

 

表 7.3-2  应急物资和应急装置增配建议 
序号 器材名称 单位 数量 责任人 电话 

1 安全警示背心 件 5 周晓华 13340362221 
2 灭火防护服 套 5 周晓华 13340362221 
3 消防铲 把 5 周晓华 13340362221 
4 消防桶 个 5 周晓华 13340362221 
5 河沙 吨 2 周晓华 13340362221 
6 编织袋 个 100 周晓华 13340362221 

7.4 其他保障 

7.4.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公司建立通讯信息网络，连接所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手机作为应急联络方式（24

小时开机），保证通讯畅通。此外，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与周围居民和相关外部救援

单位，包括涪陵区人民政府、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涪陵区应急局、涪陵清溪工业园区管

委会等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保证应急状态下可随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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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医疗卫生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备有医疗箱，备有常用救护药品和防护用品，并定期对

药品进行更换更新。 

公司距清溪卫生院约 3km，距涪陵区急救中心约 22km，必要时可直接与清溪卫生

院或涪陵区急救中心取得联系，并在 20min 内送往救治。 

7.4.3 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现有各类小型车、中型车、大型客车多辆，且公司员工自配车可临时用作应急

车辆，可满足应急时车辆需求。 

7.4.4 技术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设置有不同工种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定期组织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参加各部门主办的环境安全管理培训，对普通员工定期进行环境安全教育和考

核，每年至少举行 1 次专项培训和演练；定期邀请市区环保及安全领导或专家到场内检

查、指导环境风险预防工作；同时与涪陵区环保专家建立密切联系，对突发环境事件预

警、处置等方面信息进行沟通交流。 

7.4.5 外部保障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建立信息互通制

度，当公司自身应急能力不足或影响到场外需要支援的，可与外部应急救援单位取得联

系。外部救援单位及人员联系方式见下表 7.4-1。 

表 7.4-1 政府等相关部门联系方式一览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备注 

医疗救护 120  

火   警 119  

涪陵区政府 72212345  

涪陵区环保局 72899929  

涪陵区安监局 72230615  

涪陵区消防支队 72300526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0 

涪陵区卫生局 72370973  

交通事故报警 122  

清溪园区 85696896  

清溪镇应急办 72713030  

东庆铝业 7271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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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培训和演练 

8.1 应急培训 

应急培训由副总经理牵头实施，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培训内容进行。应急培训的

范围包括：全员培训、应急救援队伍培训、向公司周边居民宣传应急响应知识等。 

培训的基本内容：了解、掌握及识别污染危险，采取必要的应急控制措施，灭火操

作，安全疏散人员，伤员急救方法等。 

培训方式可采用会议、黑板报、自学、组织集中培训等。 

培训频次：每年全员培训 1 次以上，新员工必须将应急培训纳入入职培训计划。 

8.1.1 员工培训 

由副总经理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进行现场作业人员培训，应加强对本预案、事故现

场应急抢险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主要培训内容： 

（1）发生紧急事故时，在紧急情况下的避险、报警的方法； 

（2）发生应急事故导致人员伤害时，现场进行简单紧急救护的方法； 

（3）发生污染事故时，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事态蔓延扩大方法； 

（4）防护装备的使用方法； 

（5）学习消防器材和各类有关设备的使用方法。 

8.1.2 应急队伍的培训 

应急队伍的培训主要是对抢险救援组、警戒保卫组、综合协调组的培训，每年进行

一次，主要培训内容为： 

（1）包括现场作业人员培训的所有内容； 

（2）掌握应急救援预案程序，污染事故时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组织应急救援； 

（3）掌握如何有效控制事故，避免事故失控和扩大化及现场的洗消； 

（4）掌握各种应急物资的调运方法； 

（5）掌握项目存在主要环境风险物质的特性、健康危害、危险性、急救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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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现场保护方法，熟悉避灾路线，如何组织人员疏散、撤离，警戒、隔离、

报警等。 

8.1.3 应急指挥部及成员的培训 

通过自学或组织统一学习，使指挥部成员了解以下内容： 

（1）了解各风险源及污染源分布情况； 

（2）熟悉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预案启动程序；掌握应急救援队伍的组织和调

度方式； 

（3）熟悉应急救援的基本原则和事故处理基本手段； 

（4）掌握事故报警程序和向上级报警及通报事故的方法； 

（5）明确各应急救援队伍的职责； 

（6）向政府及相关部门通报的方式方法，向临近企业、居民通报疏散、防护避险

的方法等。 

8.2 应急演练 

目的：通过应急演练，验证预案是否能有效地付诸实施，找出预案需要进一步完善

和修改的地方；检查环境安全设施、救援设备、防护用品是否齐全充分、完好适用；检

查各工作人员是否已熟悉并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相互协调配合的能力；验证应急通信联

络渠道是否畅通；检查并提高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

提高员工对环境安全的认识。 

公司每年组织进行一次预案的应急演练。 

（1）演练准备一般包括以下步骤：成立演练小组、确定演练目的及演练目标、确

定演练范围、选择演练类型、编制演练方案等。 

（2）根据所设定的演练目标特点，制定演练方案，进行实地演练。 

（3）建立完整的演练记录（包括演练方案、各专业救援队伍到达现场时间、演练

总结，演练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等），作为评价和修订预案的参考资料，并作为应急

救援档案保存。 

（4）演练时，应尽量避免给生产与社会生活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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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演练后应对演练进行全面总结，以确定演练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应急设备和

资源是否充分完善、应急预案和程序中是否有缺陷等。通过演练，提高全员预防污染事

故的意识，掌握有效的防范措施，使员工熟悉预案，明确任务要求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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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奖惩 

9.1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部门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

给予奖励： 

①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②对防止或挽救突发环境事件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或者减少损

失的； 

③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④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9.2 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

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总经理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①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环境事件的； 

②不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③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④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

阵脱逃的； 

⑤盗窃、贪污、挪用环境事件应急装备和物资的； 

⑥阻碍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⑦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⑧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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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 

本预案由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编写，各员工参与评审并表决

通过，经总经理批准后发布实施，同时送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本预案每三年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并及时发给公

司各员工学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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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

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

调整的； 

（6）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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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及附图 

附件：  

附件 1 环评批复 

附件 2危废处理协议 

附件 3专家意见、签到表  

 

附图： 

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附图 2水环境通道图 

附图 3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附图 4总平面布置及污水管网图 

附图 5 应急物资分布图 

附图 6 应急疏散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