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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在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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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业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与火灾事故后能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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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为使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故发生时能

够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最大可能避免对公共环境造

成的污染冲击，特修编本报告。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 

2.企业环境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 

2.1 认真修编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成立以公司负责人

为组长的环境风险防措施及应急预案的修编小组，通过详细研究国家

和地方环保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及充分评估公司环境风险和防范措施

的基础上，根据《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

导则》（DB32/T3795—2020），修编了适合公司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2.2 加强与周边企业的协作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队伍，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具备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反

应能力。与周边相邻公司签订了环境互助协议。 

2.3 注意在资金上投入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投资了 15 万元，根据应对突发

环境事件的物资保障需求，购买了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相适应的应

急救援器材。 

2.4 强化应急救援演练 

为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该公司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活

动，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有效地提升了各级应急处置的能力。 

2.5 深入开展应急知识宣传 

为切实提高员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加强对安全生产科普知

识宣传。每年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该公司都以培训、宣传栏等

形式面向员工宣传普及应急、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努力提高员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为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

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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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内部救援资源 

3.1 预案的制定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成立以公司负责人为

组长的环境风险防措施及应急预案的修编小组，通过详细研究国家和

地方环保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及充分评估公司环境风险和防范措施的

基础上，于 2021 年 11 月修编完成《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修编完成后在厂内开展内部评审，并按照

评审结果对预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3.2 组织体系的建立及职责 

公司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职能小

组。在发生事故时，各应急小组按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通过平时的演习、训练，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各应急主要职责职下： 

（1）总指挥职责 

①组织制定应急救援计划并使之不断完善。 

②对救援组织成员，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 

③对可能发生的的危险事故提前制订应急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 

④向政府各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及处置情况； 

⑤配合、协助政府部门做好事故的应急救援； 

（2）副总指挥职责 

①传达并完成总指挥的工作，协调应急救援组织内部工作，包括

事故处理时贮存、运输、处置系统，开停工调度，负责灭火、警戒、

治安保卫、疏散、道路管制工作； 

②总指挥因故不在时担任总指挥的工作，享有同样的权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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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调各部门工作。 

（3）应急救援组职责 

①负责现场具体应急救援工作，担负公司各类事故的救援与处置； 

②负责应急阀门的切换，消防设施的启停； 

③负责现场灭火和泄漏防污染抢险及洗消； 

④负责事故现场及周围的危险品的转移，防止事故扩大； 

⑤负责设施及动力设施的关停； 

⑥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日常维护。 

（4）疏散警戒组职责 

①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疏散、防护、指导及物资转移

等工作； 

②负责现场警戒工作，隔离事故现场、保护事故现场，禁止无关

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 

③协助人员抢救和疏散，防止有人借机破坏； 

④负责公司道路交通的通畅，消防及救护车的引导。 

（5）应急监测组职责 

①负责环境污染物的委托监测、分析工作； 

②负责污染物处理方案的设计建议，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对环境

的危害； 

③协助其他部门对事故现场及有害物质扩散区域内的洗消、监测

工作及事故原因的分析，处置工作技术问题的解决； 

④应急情况下协助专门的监测机构进行应急监测。 

（6）通讯联络组职责 

①向总指挥报告现场事故信息，传达指挥办公室有关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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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发生公司级以上的突发环境事故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

故情况，接受和传达政府有关部门关于事故救援工作的批示和意见； 

③协调各专业组有关事宜； 

④按总指挥指示，负责与新闻媒体联系和事故信息发布工作； 

⑤接受现场反馈的信息，协调确定医疗、健康和安全及保安的需求； 

⑥向周边单位社区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⑦保障紧急事故响应时的通讯联络，定期核准对外联络电话。 

（7）善后处理组职责 

负责伤亡人员的抚恤、安置及医疗救治，亲属的接待、安抚，遇

难者遗体、遗物的处理。 

3.3.1 应急指挥体系 

该公司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

处置工作，由公司总经理任总指挥。 

该公司设有 24 小时值班电话（87512298），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通知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决定

协助处理或启动应急小组，并向公司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报告事故情

况，同时报告应急救援指挥小组。各救援小组在现场最高职务领导的组

织指挥下按常规运行，直到应急救援指挥部领导小组人员赶到。 

3.3.2 应急救援队伍的组成 

在日常工作中，指挥机构负责管理应急预案，配置应急人员、应

急装备，对外签订相关应急支援协议等；在事故发生时，由指挥部发

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向

上级汇报和向友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

求；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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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机构由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业务、安环、设备、质检及后

勤保障部门负责人。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职责：总指挥负责组织指挥全公司的应急

救援工作；副总指挥负责协助总指挥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 

机构组成及职责详见下图。 

 

3.3.2 指挥机构的组成 

序号 部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1 指挥部 
总指挥 刘荣宝 

 

经理 13815602735 

副总指挥 张利 

 

工艺助理 15052498380 

2 应急救援组 
组长 薄维倩 

 

行政助理 13775419596 

 
成员 李静 行政 15751209998 

 

3 疏散警戒组 
组长 张光波 机修班长 15151239044 

成员 张伟 机修 15151247235 

4 应急监测组 
组长 尤欢欢 化验班长 15151274012 

 
成员 赵冉冉 化验员 15151233586 

5 通讯联络组 
组长 陈长江 操作班班长 15251228277 

成员 陈琦 

 

操作班班长 19901555663 

 

6 善后处理组 
组长 盛洋 

 

操作班班长 13347874476 

成员 荣盘奎 

 

操作班班长 18360668421 

 

公司 24 小时应急通讯电话 
内线：

0518-87266098 
外线 110 

3.4 技术保障及相关信息资料 

消防设施布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和周边环境 

存放地点：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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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急电源、照明 

公司厂房内部设置有应急灯，可以确保现场紧急撤离时或救援照

明。在事故的抢险和伤员救护过程中，由工程部根据情况，在确认安

全的情况下，对事故现场的各个岗位选择性供电，保证应急和照明电

源的使用。 

3.6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应急救援需要使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用途、数量、性能、存放

位置、管理责任人等内容见下表。 

公司配置必要的应急物资，按照责任规定，各部门、车间科室必

须保管好各自范围内的应急器材和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发

现问题，立即进行修复，确保各种器材和设备始终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设施一览表 

序号 类型 物资名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责任人 联系方式 

1 

人身防

护 

防毒面具 1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2 呼吸器 2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3 防化服 2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4 耳塞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5 防护眼罩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6 胶皮手套 5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7 靴子 16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8 安全帽 30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9 安全绳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0 绝缘手套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1 医疗救

护 
医药箱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2 抢险物

资 

黄沙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3 应急照明灯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4 消防救 灭火器 20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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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援 固定报警电话 1 办公室 薄维倩 13775419596 

16 对讲机 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7 室外消火栓 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8 消防水管网 700m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9 消防水池 144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20 

报警监

控装置 

污水在线监测 2 套 污水进、出口 张利 15052498380 

21 摄像头 36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22 监控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消防设施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个/套） 存放地点 

1 灭火器 / 20 厂区 

2 消防栓  3 厂区 

3 消防水管网 - 1 套 厂区 

4 报警系统  1 套 办公室 

5 监控  1 套 厂区 

6 摄像头  20 个 厂区 

7 对讲机  3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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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救援资源 

4.1 外部救援 

(1)单位互助 

连云港大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救

援队伍，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具备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

能力。公司周边目前有两个企业，在事故应急时周边企业将会进行资

源，共享应急救援物资。 

(2)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当事故扩大化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东海县政府等政府部门，可以

发布支援命令，调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

与部门有： 

①生态环境部门 

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②公安消防部门 

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援。东海县内主要有消防大队进

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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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应急部门 

发生事故时，协助企业和邻近企事业单位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 

④县政府 

协助公司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邻近企事业单位进行全力支持和

救护。必要时可启动开发区管委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⑤医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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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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电信部门 

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故的消息和

发布有关命令。 

4.2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部门 联系电话 

1 连云港市政府公共服务中心 12345 

2 环保热线 12369 

3 消防报警 119 

4 治安报警 110 

5 急救报警 120 

6 东海县人民医院 0518-80305555 

7 连云港市东海生态环境局 0518-87165880 

8 东海县应急局 0518-87215504 

9 东海县公安局 0518-87809017 

10 东海县气象局 0518-87260726 

4.3 专职队伍救援 

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件，该公司抢救抢险力量不够时，或有可能

危及社会安全时，指挥部会立即向政府部门和友邻单位通报，必要时

请求外部救援力量支援。 

4.4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 

公司内部储备了相关应急物资，并及时补充更新，外部应急救援装

备、物资、药品主要依托政府及周边公司力量。内部应急物资见下表： 

 

序号 类型 物资名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责任人 联系方式 

1 

人身防

护 

防毒面具 1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2 呼吸器 2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3 防化服 2 应急物资仓

库 

薄维倩 13775419596 

4 耳塞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5 防护眼罩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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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胶皮手套 5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7 靴子 16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8 安全帽 30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9 安全绳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0 绝缘手套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1 医疗救

护 
医药箱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2 抢险物

资 

黄沙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3 应急照明灯 2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4 

消防救

援 

灭火器 20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5 固定报警电话 1 办公室 薄维倩 13775419596 

16 对讲机 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7 室外消火栓 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8 消防水管网 700m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19 消防水池 1443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20 

报警监

控装置 

污水在线监测 2 套 污水进、出口 张利 15052498380 

21 摄像头 36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22 监控 1 厂区 张利 1505249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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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工作

的前提保障，没有可靠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应急救援经费，就无法保

证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和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转，为此公司应

制定应急救援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具体如下： 

(1)建立应急经费保障机制 

可考虑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需

要，按照战时应战、平时应急的思路，将现有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抢险

救灾领导机构和各应急救援专业小组有机结合起来，平时领导抢险救

灾和做好动员准备，战时指挥动员实施职能。 

应急救援财力保障专业小组要把抢险救灾经费、物资装备经费等

项目进行整合和统一管理。主要职责是： 

A.平时做好动员准备、开展动员演练的经费保障，以及防灾抗灾

经费管理的基础工作，负责对包括应急投入和应急专项资金在内的所

有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 

B.制定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经费保障的应急经费保障

预案、紧急状态下的财经执行法规和制度； 

C.与包括物资供应、应急抢修、应急通讯、应急公司救护、应急

疏散引导、应急监测等在内的各有关职能小组建立紧急状况下的经费

协调关系。 

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紧急事件，经费保障管理机构即成为应

急救援经费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召集上述相关部门进行灾情分析和项

目论证、救灾资金的紧急动员、各部门资金需求统计和协调、救灾物

资的采购和统一支付以及阶段性资金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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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有机统一的协调机制。 

首先要明确经费保障的协调主体及其职责。 

总体上可考虑依托公司应急救援领导组建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

理小组，由公司应急办公室统一管理调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

事件时积极响应防灾救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组织工作。由公司组织抗

灾救援工作时，后勤部门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对口协调企业防

灾救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申请企业财务资金及时划拨应急保障； 

其次要进一步理顺公司内部需求上报渠道。 

经费保障跟着需求走，企业内部需求提不出来，经费申请和下达

就缺乏相应依据。公司进行抗灾救灾活动要逐渐形成统计上报制度，

并保证公司内部各系统之间信息渠道的顺畅。各救援组可指定专人负

责将所需经费保障数额上报至公司抗灾救灾指挥机构，经由抗灾救灾

指挥机构专人汇总后及时报送公司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审核。 

(3)建立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 

公司要建立一定规模的应急资金。公司每年在制定安全生产投入

计划时要预留部分应急资金，并把这部分应急资金列入企业预算。 

(4)强化经费保障监管力度 

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监管制度。 

完善的法规制度是实施经费保障监管工作的根本依据。要健全完

善救灾经费管理的规章和管理办法，使经费监管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要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监控机制。 

监督管理工作要能够覆盖经费筹措募集、申请划拨、采购支付全

过程。 

(5)完善经费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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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整合完善在应对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中制

定的各项标准和经费保障管理规定。根据企业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对救援经费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及时修订整理

和完善，使应对突发事件的经费保障管理制度更加体系化、规范化、

条理化。 

此外，还要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规

章。明确相关人员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中的职责、任务、行动方

式、协作办法，形成一套条款详细、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使各部门、

各环节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中能够相互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