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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在任何工业活动中都有可能发生事故，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巨大能量和有害物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往往造成惨重的生命、

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由于自然或人为、技术等原因，当事故或灾害不可能完全

避免的时候，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

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的关键甚至是惟一手段。 

在本公司危险化学品泄漏、油类物质火灾爆炸、废气处理设施故障以及污水

处理站故障能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污染物向周边环

境的无序排放，最大可能避免对公共环境（大气、水体）造成的污染冲击，为了

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

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发布了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写了《环境应急响应实

用手册》。 

2.应急资源调查 

2.1 企业应急资源现状调查 

项目区内一般区域采用水泥硬化地面，装置区等采取重点防渗，工业固废贮

存场所防渗效果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暂存库按照《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规定进行设置，做到防

渗、防风、防雨。 

企业设置 300m3 事故水池，在生产车间、原材料仓库区、工业固废贮存场所

四周设废水收集系统，收集系统与事故水池相连。消防废水通过废水收集系统进

入厂区事故池，确保发生事故时，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可完全被收集处理，不

会通过渗透和地表径流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事故水池用以容纳事故废水和消防

废水，上述废水经不外排。 

企业设置事故水池，加强管理，定期巡检，保证突发环境事故发生时能够及

时启动，平时保证事故水池内不要储存较多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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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置必要的应急抢险物资，具体见表 2.1。 

表 2.1 企业现有应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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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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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由总经理李世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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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副总经理丁玉芳任副总指挥，下设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警戒疏散组、善后处

置组、环境应急监测组。总经理不在现场相关工作授权副总指挥。 

图 2.1公司应急指挥体系图 

2.2 周边救援力量 

我公司建立自己的救援队伍，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

限公司在相应的应急级别下，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及时联系周边村庄及企业，

以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技术、设备支持。 

表 2.2 企业周边企业 

联系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莲山家园 李乃超 13561956791 

五征花园 孙艳香 13774933840 

2.3 地方机构 

当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扩大至厂区外，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若企业依靠

自身能力无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可请求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外部救援机构

名单见附件 2。 

当政府机关介入应急救援工作后，指挥工作由政府机关以及企业应急指挥领

导小组共同负责，企业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应积极配合、协调政府机关，各应急救

援小组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服从政府机关应急救援指挥。 

表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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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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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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存在的问题 

表 3.1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整改目标及实施计划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目标 完成时限 责任人 

1 补充应急救援物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

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 
3 个月内 

丁玉芳 

2 
完善并落实风险防控管理制

度、定期巡检维护责任制度等 

发现隐患及时清除，防止进

一步恶化，有效避免突发环

境事件的发生 
丁玉芳 

3 
缺乏职工环境风险和应急管

理方面的培训。 

联系专家加强企业员工培

训，企业员工有能力面对突

发情况采取相应的正确措

施，降低事故规模减少事故

危害 

长期进行 丁玉芳 

3.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及应急救援小组。还需要在原有环境管理制

度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制度，同时明确职责划分。加强

职工环境风险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培训及演练。 

3.2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设置专人负责事故水池，定期检查，责任到人。 

3.3 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1.提高应急能力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性质，补充呼吸器、防护服以及消防栓。定期检查现有物

资装备能否满足预案要求、应急预案能否满足抢险救援实际，以便于对已使用的

应急物资进行及时补充，从而进一步增强各级人员风险和应急意识。 

考虑企业性质，建议企业与周边村庄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共同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有效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 

2.完善应急培训及演练计划 

针对车间员工及救援小组所有成员加强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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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资源符合性分析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山东凯翔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应急资源现状与满足环境

应急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应加强事故水池的巡检管理，提高企业应急能力

建设，完善应急培训及演练计划。根据要求补充应急物资。企业完善上述措施后，

能够满足项目环境应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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