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图 1  企业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厂区 5km 范围敏感点图



 
附图 3  水环境敏感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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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厂区平面布置、雨水污水废水管网图

危废间 



 

 
附图 5 厂区重大风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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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厂区应急疏散路线图

应急疏散路线 



  
厂区污水处理站 液碱罐与尿素罐 

  
脱硫塔 袋式除尘器 

  
湿电除尘器 酸罐与液碱罐 

 

 
 

危废暂存间外部照片 危废管理制度及台账 



  
危废间内部照片 事故水池 

 
柴油罐围堰 

附图 7 企业现场情况



 
附件 1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机构 应急职务 成员（姓名） 在职职务 联系电话 

指挥部 
总指挥 李世平 总经理 06332258707 

副总指挥 丁玉芳 副总经理 06332258720 

现场处置组 

组长 胡锦涛 主任 06332258721 

成员 李乃超 副主任 06332258721 

成员 陈祥鹏 助工 06332258721 

警戒疏散组 

组长 徐衍春 主任 06332258720 

成员 苏祥华 副主任 06332258723 

成员 翟建方 副主任 06332258720 

应急保障组 

组长 白孝华 主任 06332258717 

成员 解家鹏 科员 06332258726 

成员 孙安强 科员 06332258717 

环境应急监测组 

组长 刘召舰 主任 06332258726 

成员 冯立林 科员 06332258726 

成员 葛忠军 科员 06332258726 

善后处置组 

组长 王友勋 主任 06332258707 

成员 王  军 副主任 06332258707 

成员 丁昭华 科员 06332258707 

 
附件 2 外部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联系单位 联系电话 

五莲县中医医院 120/0633- 5211095 

五莲县医院 120/0633- 2252026 

五莲县公安局 110/0633- 5233533 

五莲县环境保护局 0633-5213563 

五莲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633-5223995 

五莲县人民政府应急办公室 0633-5213690 

 附件 3 可能受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联系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李乃超 莲山家园 13561956791 

孙艳香 五征花园 13774933840 

 
 



 
附件 4 应急救援物资 

序号 名称 数量 用途 管理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监控视频探头 20 现场监控 刘召舰 18406337790 

2 防爆手电 10 应急照明 丁玉芳 13863385700 

3 过滤式防毒面具 10 防护 胡锦涛 15166172123 

4 安全防护眼镜 20 防护 曾焱 13256026765 

5 耐酸碱手套 20 防护 曾焱 13256026765 

6 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50 防护 胡锦涛 15166172123 

7 紧急洗眼装置 2 应急防护 胡锦涛 15166172123 

8 医药箱 1 应急救助 李爽 13863344688 

9 干粉灭火器 30 消防 徐衍春 13256332378 

10 二氧化碳灭火器 20 消防 徐衍春 13256332378 

11 消防栓 5 消防 徐衍春 13256332378 

12 消防锨 10 消防 徐衍春 13256332378 

13 普通铁锨 20 消防 徐衍春 13256332378 

14 绝缘靴 10 防触电 苏祥华 15163336097 

15 绝缘手套 5 防触电 苏祥华 15163336097 

16 绝缘鞋 20 防触电 苏祥华 15163336097 

17 消防沙 20m³ 消防 胡锦涛 15166172123 

18 安全帽 30 防护 徐衍春 13256332378 

19 安全带 10 防护 徐衍春 13256332378 

20 安全绳 100m 应急抢险 徐衍春 13256332378 

21 全封闭化学防护服 2套 防护 曾焱 13256026765 

22 
声光高压验电器

35kv、10kv 

各 2

个 
防触电 曾焱 13256026765 

23 潜污泵 4个 抽污 刘刚 13206339059 

24 潜水泵 5个 抽污 刘刚 13206339059 

25 防爆泵 2 抽污 刘刚 13206339059 

26 消防水带 100m 消防 刘刚 13206339059 

27 多功能声级计 1个 应急监测 解加鹏 18263332046 

28 测烟望远镜 1个 应急监测 解加鹏 18263332046 

 
 



附件 5 应急响应程序 
 

 

 

 
 

 

 

 

 

 

 

 

 

 

 

 

 

 

 

 
 

 

 
 
  

发生事故 

警情判断 

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结束 

事故调查 

应急恢复 

请求外部救援 

根据事故类别

性质汇报上级

有关部门 

人员救助 

抢修、抢险 

警戒与交通管制 

医疗救护 

人员疏散 

应急监测 

一级响应 

事故现场 

应急指挥部 
公司专业

管理部门 

应急小组应急处理 

二级响应 

现场人员应急处理 

现场处置组 
警戒疏散组、应急保障组 

善后处置组、环境应急监测组 



附件 6.1 《五莲县阳光热电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批复，莲环表[2001]90 号 
 

 
 





附件 6.2 《五莲县阳光热电有限公司实施集中供热、淘汰四台老式

链条炉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日环表[2006]133 号 
 



附件 6.3 《五莲县阳光热电有限公司锅炉烟气脱硫工程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批复，2008.01.06 
 

 
 



附件 6.4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130t/h 高温高压锅炉替代两

台中温中压锅炉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批复               
莲环表[2016]21 号 

 







附件 6.5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燃煤锅炉烟气脱硝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批复，莲环表[2016]64 号 

 



附件 6.6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燃煤锅炉烟气除尘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莲环表[2016]252 号 

 



附件 6.7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燃煤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莲环表[2017]15 号 

 



 
附件 7  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附件 8  污水处理合同 

 



 





 
 



附件 9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及处罚情况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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