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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对事故的有效控制，对实际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和紧急

情况作出响应，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危害，保障员工及周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失，提高公司对突发环境

事件和风险的处置能力，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规章、指导性文件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2015 年

4 月 16 日； 

（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3）《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情况通报办法（试行）》（环办[2010]141 号）； 

（4）《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环发[2015]4 号）； 

（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

函[2014]119 号）； 

（7）《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 年 5 月 12 日起施行，国

务院令 第 352 号； 

（8）关于印发《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

[2014]34 号，2014 年 04 月 03 日； 

（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

[2012]77 号； 

（10）《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督总局令第 45 号）； 

（1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督总局令第 40

号）； 

（1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北京市环境保护局（20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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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京应急委发[2010]10

号）； 

（14）《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 年编制，2016 日 3 月 23 日）； 

（15）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5.1.20）。 

1.2.2 标准、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3）《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

2021.4.1； 

（4）《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指南(试行)》（环办

[2013]28 号）；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 （试行）》（环办[2014]34 号）； 

（6）《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20 号）； 

（7）《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8）《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 

（9）《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10）《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 

（11）《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 13690-2009）；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2019. 3.1； 

（13）《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GB 13690-2009）； 

（14）《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1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9）北京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 

（2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2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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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其他参考资料 

（1）《关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海

环保管字〔2009〕0473 号，2009 年 4 月 24 日）； 

（2）《关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3 价肺炎多糖疫苗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海环保审字〔2014〕0053 号，2014 年 1 月 22 日）； 

（3）《关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流感裂解疫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净环保评价审字〔2004〕1108 号，2004 年 12 月 20 日）； 

（4）《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大流行流感疫苗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京环审〔2008〕487 号，2008 年 5 月 17 日）； 

（5）《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污水治理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海环保审字〔2016〕0787 号，2016 年 9 月 27 日）； 

（6）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人为或不可抗力造成

的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环境污染、破坏事件；在经营、贮存、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

生的爆炸、火灾等事故等突发性环境事件，以及因安全事故发生后次生、衍生的

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是为应对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制订的工作计

划、保障方案和操作规程。 

1.4 工作原则 

1.4.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优先，防止和控制事故的蔓延及污染优先，要求员工

在紧急状态下首先避险和自救。 

1.4.2 科学预警、做好准备 

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工作，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的思想、人员、物资和技术各项准备工作，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 

1.4.3 高效处置、协同应对 

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事先针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形成分工明

确、准备周全、操作熟练的高效处置措施。并在切断和控制污染源等方面与企业

内部其他预案、在现场处置等方面与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急预案进行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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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在突发环境事件下，需坚持统一领导，分级响应的原则，针对各种情景落实

每个岗位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的职责和工作要求，提供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 

1.5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

﹝2015﹞4 号）的相关规定，应急预案体系应由总体应急预案（综合）、专项应

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重大活动应急预

案等六大类构成。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1。 

 

 

 

 

 

 

 

 

 

 

 

 

 

 

 

 

 

 

图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求，结合企业事

故类型单一、处置手段类似、公司员工人数有限等实际情况，本次仅编制环境突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地厂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海淀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地厂区）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 

 

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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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综合）和现场处置预案，不再单独制定各专项应急预案。

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适时修订应急预案。本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程

序根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为企业内部预案，当发生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

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需同时执行本公司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当突发环境事件

为“一级（社会级）”突发环境事件时，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进行救助，启动项目

所在地政府的环境应急预案。 

1.6 事件分级 

根据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危害程度、

影响范围、公司控制事态能力、应急物资状况，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划分三个不

同等级：社会级、企业级和部门级。 

1.6.1 社会级 

（1）由于公司日常存储、使用的环境风险物质或产生的危险废物大量泄漏

或人为操作不当等造成火灾，火势较大，内部已无法控制的事件；  

（2）公司日常存储、使用的环境风险物质或产生的危险废物大量遗洒、泄

漏，流出公司外的事件； 

（3）由于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造成化学试剂等物质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

染的事件； 

（4）污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或遇停电等动力故障，造成大量超标污水外排

的事件； 

（5）其他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大，且凭企业自身力量无法处理的事件。 

1.6.2 企业级 

（1）公司日常存储、使用的环境风险物质或产生的危险废物出现少量泄漏，

未引起火灾、爆炸事故，且未流出公司外的事件； 

（2）发生火灾，但未造成大面积污染，且短时间内公司即可处理的事件； 

（3）污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或遇停电等动力故障，少量污水外排，但污水

仍可控制在厂内未外排至市政管网； 

（4）其他企业自身可以进行应急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事件。 

1.6.3 部门级 

（1）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但不影响污水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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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事故，部门自身可以迅速消除影响的小量污染事故。 

2 企业基本信息 

2.1 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机构类型：合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潘爱华 

经营范围：生产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开发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

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企业概况：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疫苗行业领军企业之一，先后

研制出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第一支不含防腐剂流

感裂解疫苗、第一支大流行流感疫苗，以及全球第一支 SARS 灭活疫苗（一期临

床）、第一支甲型 H1N1 流感疫苗、全球首创手足口 EV71 疫苗。公司在京拥有 5

万平米生产基地，疫苗年产能超过 1 亿剂。产品占据国内主流市场，甲肝灭活疫

苗率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出口十余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组织。公

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生物医药跨越发展工程

（G20 工程）行业领军企业、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领航企业、海淀区重点企业。2020 年公司实现新

产品四价流感疫苗上市，另有 Sabin 株脊灰灭活疫苗、23 价肺炎多糖疫苗正在申

请生产批件，即将于 2020-2021 年上市。公司还拥有 10 余项在研品种，承担着 3

个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疫苗研发和国际化课题。公司拥有国家一类新药证书 2

件，拥有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40 余项，研究成果发表 SCI 文章 120 余篇，其中多

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学术刊

物。此次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的公司为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

位于海淀区。 

生产情况：主要生产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和甲肝疫苗；流感疫苗年产 0.24

亿支/年，肺炎疫苗年产 0.05 亿支/年，甲肝疫苗年产 0.04 亿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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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去处：带生物活性的生产废水经生物废水系统高温灭活处理后，与无活

性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一起经污水站处理后，排入清河污水处理厂处理，最后

排入清河。 

劳动定员及生产制度：员工总人数 600 人，年工作日 250 天。 

表 2-1 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编号 单位名称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00088085T 

2 法人代表 潘爱华 

3 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39 号 

4 中心经度 116.30554494° 

5 中心纬度 40.03358275° 

6 所属行业 生物制药 

7 从业人数 600 人 

8 经营范围 

生产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开发生物制品、生物技

术产品；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

产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2.2 周边环境 

2.2.1 企业地理位置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39号，

地理位置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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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企业地理位置图 

2.2.2 周边关系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39 号，

东侧为上地西路，南侧紧邻北大生物城其他区域，西侧紧邻裕和嘉园小区，北侧

为马连洼北路。企业周边关系见表 2-2。 

表 2-2 企业周边关系 

序号 方位 名称 与项目距离 

1 东侧 上地西路 相邻 

2 南侧 北大生物城其他区域 紧邻 

3 西侧 裕和嘉园 紧邻 

4 北侧 马连洼北路 相邻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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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企业周边关系图 

2.3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详见《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报告》。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主要的环境风险物质是乙醇、盐酸

酸等环境风险物质，主要的风险单元是危废暂存间、危险化学品储存室、污水处

理站。根据《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

告》，企业属于一般环境风险。 

3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3.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

境事件的类型组建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包括应急指挥部、通讯联

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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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组、安全警戒组、医疗救护组、物资保障组、应急监测组、现场处置组、疏散

引导组等 8 个小组组成。 

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部）由公司总经理任总指挥。发生重大或较大突发

环境事件时，以应急指挥部为基础，由总指挥负责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

挥，副总指挥负责协助总指挥进行现场处置工作。若总指挥不在场时，由副总指

挥任临时总指挥，全权负责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其他主管人员不在岗时，由

其职务代理人履行其职责。 

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框架见

图 3-1。 

 

 

图 3-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图 

 

通讯联络组
长：韩星 

肺炎事业部
经理 

应急监测组
组长：高锐 

EHS经理 

医疗救护组

组长：王洁如 

流感事业部

经理 

物资保障组

组长（后勤保

障）：姜盼 

采购经理 

疏散引导组
组长：张建 

甲肝事业部
经理 

 

现场处置组组

长：杨育杰 

设备运行保障

中心及工程设

备部经理 

安全警戒组

组长：许丽宁 

物业经理 

应急总指挥： 

尹卫东 

副总指挥：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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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和应急救援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2）组织应急演练，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3）保障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经费的投入； 

（4）组织、指导员工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培训工作，协调指导应急救援队

伍的管理和救援能力评估工作； 

（5）审批并落实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防护器材、救援器材等的购

置； 

（6）检查、督促做好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督

促、协助现场工人及时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跑、冒、滴、漏； 

（7）批准应急救援的启动和终止； 

（8）及时向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具体情况，必要

时向外部联动单位发出增援请求，并向周围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9）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员、资源分配、应急队伍的

调动； 

（10）协调事故现场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故调查、经验

总结。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向周围企业提供本单

位有关危险化学品特性、救援知识等的宣传材料。 

3.2.1 应急指挥部职责 

总指挥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环境安全的方针、政策

及规定； 

（2）组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3）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 

（4）负责掌握意外灾害状况，根据灾情的发展，确定现场指挥人员，推动

应急组织工作的发挥； 

（5）视灾害状况和可能演化的趋势，判定是否需要外部救援，接受上级应

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 

（6）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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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向政府报告，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

训总结。 

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组长负责救援具体工作。向总指挥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处置过程中应

考虑和采取的安全措施和技术方案，向各应急小组传达总指挥的指令，并及时

监督、反馈。 

3.2.2 通讯联络组职责 

（1）负责信息发布、信息沟通记录、会议纪要、文件资料、现场拍照取证

等工作，并保存和分发； 

（2）抢险救援过程中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汇报现场险情处置的进展、困难、

人员救援等情况； 

（3）及时通知公司内部人员的疏散撤离； 

（4）及时通知公司周边各环境敏感点的人员疏散撤离。 

3.2.3 安全警戒组职责 

按照总指挥指令，联系外部救援队伍（火警电话：119，急救电话：120）；

负责安全警戒，加强外围秩序警戒，疏散围观群众，人员在只准出不准进，除消

防车与救护车全部车辆禁止进出，直到接到指示放行，以防止不法分子趁火打劫

和其他意外事故发生；现场拉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保证现场井然有序及现场

道路畅通，阻止无关人员接近火场、擅自拍照及散发信息，对财产堆放处和伤员

集结处进行看护，现场警戒至事故的调查完毕宣布解除；负责引导消防救援队进

入火灾现场施救，引导消防队员使用消防栓及接合器，保护火灾现场。 

3.2.4 医疗救护组职责 

（1）接警后及时赶赴事发地，对受伤人员采取现场紧急救治； 

（2）医疗救护组人员设置应灵活，可根据当班情况进行调整； 

（3）做好日常医疗药品和器材的维护和储备工作。 

3.2.5 物资保障组职责 

（1）申请应急资金，保障应急、后勤、运输、医疗资金的合理调配； 

（2）购买、储存和提供现场应急物资； 

（3）按照公司已定突发环境事件种类，做好相应物资储备； 

（4）环境事件突发时，配合完成应急救援物资的及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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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事件后的运营恢复工作； 

（6）应急结束后，负责伤亡员工家属的安抚和补偿等善后工作。 

3.2.6 应急监测组职责 

（1）负责与环境监测部门联系，启动环境应急监测，公司委托应急监测的

第三方公司为谱尼测试； 

（2）协助环境应急监测部门，对污染的大气、水环境进行监测；由环境应

急监测部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

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

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决策提供依据； 

（3）对环境应急监测部门出具的监测数据，及时上报给应急总指挥，在各

污染因子达标的情况下，终止应急监测。 

3.2.7 现场处置组职责 

（1）负责紧急状态下现场排险、控险、灭火等各项工作； 

（2）事件发生时，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控制污

染源，切断污染途径，防治污染影响的扩大，最大程度减少环境污染。 

3.2.8 疏散引导组职责 

（1）设置隔离区，按照疏散线路负责内部人员的及时疏散撤离； 

（2）及时疏导各环境敏感点的人员疏散撤离； 

（3）对事故现场的天气情况进行监测，将信息传达总指挥部，直到险情排

除； 

（4）分析提供天气变化对事故现场影响，协助指挥部制定应急方案、计划

和事故处置对策。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应急监测。 

3.3 外部应急指挥与协调 

本公司建立与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之间的应急联动机

制，当事故超出厂区范围或厂区应急物资不足时，可尽快寻求支援，防止事态的

进一步扩大，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本公司内部应急组织与外部

应急指挥协调示意图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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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外部应急机构联系方式、主要医院或救助机构联系方式、周边企业

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6。 

 

 

 

 

 

 

 

 

 

 

 

 

 

 

 

 

 

图 3-2 本公司内部应急组织与外部应急指挥协调示意图 

外部应急协调由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总指挥负责，并由副总指挥协助协调

事件现场有关外围工作，负责应急状态下请求外部救援力量。本公司应急组织

机构应协同一致，与周边企业联动应急，主动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

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

教训总结。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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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防与预警 

4.1 预防工作 

4.1.1 建立健全预案体系 

建立、实施和保持适用的、有效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标准化作业规范，当企业

生产工艺或原材料使用有所变动，则应根据生产实际，及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 

4.1.2 环境危险源监控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建立针对环境风险源的管理制度，

落实监控措施。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重点风险源例行巡检，

并做好检查记录。具体监控项目如下： 

（1）建立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有专人负责危险化学品管理，对危险化学

品储存种类、数量进行台账管理；  

（2）对危废储存种类、数量进行台账管理，危废经收集暂存在危废暂存间，

并于门口设立明显标识； 

（3）环保设备及相关仪表按国家相关规定定期检查。定期对废水处理设施

进行检查，检查设施运转是否正常，在日常生产中发现废水处理设施出现异常时，

及时检修，必要时暂停生产； 

（4）对危险系数较大的危险化学品库、危废暂存间，各部门负责各自分定

期检查，发现泄露隐患及时处理； 

（5）对消防设施定期检查，落实责任人，对于即将到期的消防设备及时更

换。 

4.1.3 风险源管理措施 

公司制定《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管理制度》，对以下内

容进行了规定及要求： 

（1）公司领导层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规定公司总经理是企业的安全生产

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负全面责任。各部门经理对分管业务

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技术负主管领导责任。 

（2）公司除吸烟区外，其他区域严禁吸烟。 

（3）定期现场安全巡查，及时杜绝违章作业，发现隐患及时上报，组织人

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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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库房内物资进出库实行严格登记手续，对入库物资的品名、规格、数

量和质量应按货单进行核对验收，不符合需拒收。 

（5）库房保管员需掌握库存物资的理化性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单独隔离

存放，并加以监控。 

（6）员工应掌握消防器材的布置、性能和使用方法。 

（7）明确各岗位的安全职责。 

（8）公司从现有员工中抽调部分人员做为公司兼职义务消防队员，积极参

加消防活动，学习消防知识，管理公司消防器材，能够扑救初起火灾。 

（9）公司生产区产生的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妥善收集、存放、

并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回收处置，严禁与生活垃圾一同处理，严禁排入市政

管网等。 

4.2.1 预警分级 

根据事件风险评估及分级，按照公司日常存储、使用的环境风险物质，产生

的危险废物及环保设施发生意外事件后导致的环境污染程度及人员伤亡情况，预

警分为三级： 

（1）社会级预警（一级预警——红色）： 

公司内的环境风险物质在转移、储存及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大量泄漏，引发

火灾、爆炸等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时； 

相邻单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可能引起公司次生环境污染事故时。 

（2）公司级预警（二级预警——黄色）： 

公司内的环境风险物质在转移、储存及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小量泄漏，可能

引起环境污染事故时。 

（3）部门级预警（三级预警——蓝色）： 

公司内的环保设施发生发生故障，可能引起环境污染事故时。 

4.2 预警 

4.2.2 预警发布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做出预警决定，发布预警信

息，应急小组和外部联动单位立即进入预警状态。同时应急指挥部应密切关注事

态状况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适时宣布解除预警或启动应急预案。预警信息

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和应采取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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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一级事件，有关管理或检查人员立即发出警报并报告应急救援指挥部，

同时视实际情况实施现场处置措施，立即组织现场作业人员疏散等。 

如为二级事件，有关管理或检查人员立即启动现场处置措施，发出警报并报

告应急救援指挥部，为二级预警。 

如为三级事件，相关部门人员立即启动现场处置措施，发出警报并报告应急

救援指挥部，为三级预警。 

4.2.3 预警启动 

当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能够证明环境

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必须要按照本应急预案执行。进入预警状

态后，企业根据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及时上报给

当地政府、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各部门迅速启动相关的

应急预案。 

4.2.4 预警响应 

当应急指挥部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后，应急小组和外部联动单位根据预警

信息，立即进入各自相应工作状态，总指挥或其指定代理人指挥应急小组、调配

应急物资，有效疏导公司内无关人员安全有序撤离，应急小组对可能造成事故的

风险源进行排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事故发生。 

社会级预警响应：应急小组积极排查风险源，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事故的

发生，及时汇报事态发展，必要时联系社会救援；立即关停可能造成环境事件升

级的设施设备，确保环境风险处置设施正常运行，及时汇报现场情况，必要时联

系设备厂家进行咨询。 

公司级预警响应：应急小组积极排查、预防环境事故发生，当环境事件可能

影响范围较大时，及时汇报事态进展，必要时联系社会救援。 

部门级预警响应：相关部门人员应极排查、预防环境事故发生，当环境事件

可能影响范围较大时，及时汇报事态进展。 

4.2.5 预警解除 

现场环境风险得到控制，污染物不再扩散，并得到有效地收集、处理，应急

指挥办公室最终确定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可以将预警解除。 

4.2.6 预警升级 

当应急指挥部确定引起突发环境事件的源头难以及时控制，环境风险无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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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除或有继发可能时，宣布预警升级。 

公司级预警升级为社会级预警；社会级预警升级为环境应急事件响应，此时

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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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处置 

应急处置原则：事件发生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须立即启动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指挥应急救援队伍营救受害人员，做好现场人员疏散和公共秩序

维护；控制危险源，采取措施切断污染途径，防止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和危害

的扩大，尽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1 应急预案启动 

（1）当发生有毒有害危险物渗漏、泄漏、遗洒、着火、爆炸、丢失有可能

造成周围环境污染时，事故第一发现人应立即上报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上报

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总指挥组织应急处理，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有毒有害物品名称和数量、事故原因、事故性质（渗漏、泄漏、遗洒、着

火、爆炸、丢失）、危害程度和对救援的要求，以及报警人与联系电话等。各部

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理和救援工作。 

（2）管理层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应急总指挥报告，并根据应急总指挥

要求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讯联络组立即通知各部门，按照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防止事故蔓延，不得拖

延、推诿。 

（3）当应急指挥部确定事故不能很快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污

染时，应立即由通讯联络组向各级政府报告，请求社会支援。 

（4）各部门的抢险设备、救灾物资都必须服从应急指挥部的统一调配。 

5.2 信息报告 

5.2.1 信息报告与接警 

岗位人员发现各类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报告当班组长，当班

组长上报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总指挥进行决策。 

应急职务 联系人 电话 

应急总指挥 尹卫东 13911818566 

5.2.2 信息的上报与通报 

公司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应立即响应，并由应急总指挥指挥应急行动，防止

事故蔓延扩大。现场指挥员应掌握事态进展情况，做出现场紧急关停电源、疏散



20 

撤离的决策和警报，并由应急总指挥在第一时间内（事故发生 1 小时内）向北京

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进行报告。同时，向当地政府和周边单位发布警报，由应急

总指挥发布消息，提出请求援助。 

报告的信息内容如下： 

 初报 

（1）基本情况：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

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企业基本情况）。 

（2）已采取的措施：领导批示情况、赶赴现场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情况、

处置效果。 

（3）监测情况：要明确取样的具体时间、项目、点位。 

（4）下一步工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续报 

（1）事件最新进展：人员、环境受影响最新情况、事件重大变化情况、采

取应对措施的效果。 

（2）监测情况和结果。 

（3）下一步工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终报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

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

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紧急集合地点：甲肝疫苗厂房正门外。 

5.3 分级响应 

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单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公司对可能发生的安

全生产事件实行二级应急响应：Ⅰ级响应（社会级）、Ⅱ级响应（企业级）和Ⅲ

级响应（部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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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响应级别与事件分级对照表 

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一级突发环境事件 一级 需要全公司参与，必要情况下请求社会力量参与 

二级突发环境事件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参与应急 

三级突发环境事件 三级 仅需要事故部门参与应急，可申请其它部门支援 

 

5.3.1 Ⅰ级响应（社会级） 

重大环境事件，污染波及厂区或影响周边区域，公司不可控制，有必要时须

请求外部救援，并报告政府相关部门。 

当值班人员发现出现一级突发环境事件时，需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由

应急总指挥启动突发环境事件一级响应。应急指挥部经确认后，立刻下达启动应

急预案指令，迅速组织相关应急小组赶到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进行处置，配合政府

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1）在公司应急指挥部成员未到达以前，事件现场人员按以下要求开展应

急行动： 

①现场指挥由当时的最高职务者临时担任，当上级领导赶到后，立即移交指

挥权；公司应急指挥部指令未到达前，现场应急响应行动按三级应急响应程序进

行指挥，当公司应急指挥部指令到达后，现场临时指挥立即贯彻执行； 

②事件当事人和已到达事件现场的其他人员听从临时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 

（2）当公司应急指挥部成员到达事件现场后，按以下要求开展应急行动： 

①应急总指挥或授权人员到达事件现场后，立即接管现场应急指挥； 

②临时指挥人员立即向到达现场的指挥人员简要汇报应急响应现状，并协助

指挥； 

③各应急小组组长立即贯彻应急响应指令，带领本小组成员开展应急响应行

动； 

④事件现场参与初始应对的响应人员回到各应急小组，听从各自小组长的指

挥。 

（3）一、二级应急响应行动除掌握原则以外，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在征得应急总指挥同意后，由应急办公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向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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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报告事故。 

②做好环境应急监测。 

③做好人员疏散、撤离工作。 

④必要时在征得应急总指挥同意后，由应急办公室向周边协议单位发送支援

请求。 

⑤当需要将伤者送往较远医院抢救时，由通信联络组负责协调送往有关医

院。 

5.3.2 Ⅱ级响应（企业级） 

较大环境事件，需公司所有各部门统一调度处置，但能在公司控制内消除的

污染及相应的安全事故。 

当值班人员发现出现二级突发环境事件时，需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由

应急办总指挥启动突发环境事件二级响应。公司应急办公室立即向所有应急小组

传达应急启动指令，并立即到达应急现场。应急总指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分析

判断事件状态，事故发展与扩大的可能性，确定立即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紧急

会议期间，物质供应组准备好交通车辆；各应急小组按各自的职责分工迅速开展

工作。 

5.3.3 Ⅲ级响应（部门级） 

轻微污染事件，事故部门可迅速消除影响的小量污染事故。 

当值班人员发现出现三级突发环境事件时，需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由

应急办总指挥启动突发环境事件三级响应。组织当班人员穿戴防护衣服进行抢

修，控制污染源，把污染范围控制到最小，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将环境风险范围

控制在车间范围内。 

5.3.4 响应程序 

夜间响应程序： 

由于夜间救援人员较少，值班人员较少，如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立即通知直

管领导或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值班人员采取应急措施，同时由应急救援指挥部

申请政府力量救援。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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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5.4 应急监测 

公司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大量环境风险物质泄漏或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后产

生有毒有害气体流出公司外，对当地大气、水体及土壤产生影响的情况下，需由

环境应急监测组人员立即通知海淀区环境保护监测站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

行环境监测，本公司不具备应急监测的能力。 

北京市海淀区生态

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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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监测原则 

对被突发环境事件所污染的大气及水体，应设置对照断面（点），控制断面

（点），尽可能以最少的点获取足够多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考虑采样的

可行性和方便性。 

对大气监测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

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的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点的上风向位置布设对照点，在

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住宅区或人群活动区等敏感点必须设置采样点，采样过程

中应注意风向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 

在厂区应急事故池布设采样点，监控可能受污染的程度。 

5.4.2 监测方案 

根据事件发生的类别，对可能产生的大气、水体污染进行监测，监测内容见

表 5-2 的内容。 

表 5-2 监测内容一览表 

污染类别 监测项目 采样人员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大气环境污染 

一氧化碳 委托有资质单位 一氧化碳测定仪 3 次/天 

非甲烷总烃 委托有资质单位 气相色谱仪 3 次/天 

水环境污染 

pH 值 委托有资质单位 pH 计 3 次/天 

氨氮 委托有资质单位 可见分光光度计 3 次/天 

COD 委托有资质单位 酸式滴定管 3 次/天 

BOD5 委托有资质单位 生化培养箱 3 次/天 

SS 委托有资质单位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箱、天平 
3 次/天 

5.4.3 监测汇报与终止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由生态环境部门或委托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水体及大

气环境采取应急监测方案，按照监测方案中对公司周围大气环境及应急事故池水

体进行监测，及时、迅速的出具监测结果后，直至大气及水中各项污染物指标合

格后停止监测，公司委托应急监测的第三方公司为谱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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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现场处置 

5.5.1 处置原则 

（1）安全第一、保护环境原则 

保护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优先，防止和控制事故蔓延及污染优先，关注环境保

护，要求员工在紧急状态下首先避险和自救，重要性排序为：人员、环境、财产、

工作进度。 

（2）迅速隔离原则 

发现甲醛、乙醇、三氯甲烷、盐酸等化学品泄漏时，在保证人身安全前提下，

快速查明泄漏点，并将泄漏源进行隔离，从源头控制事故的蔓延或联锁效应。 

（3）减少损失原则 

按照救人重于救物、先隔离控制而后消除故障、防止次生事故发生的原则，

进行应急处置。 

（4）协同处置原则 

加强企业内部各部门以及与政府的沟通联系，迅速动员企业和申请政府的资

源进行应急处置。 

（5）事故影响范围及时控制原则 

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抢险救灾人员赶赴现场，将事故

泄漏的影响范围尽可能的控制在发生区域或厂区内，避免事故泄漏扩散至厂界

外，对周围敏感点居民造成环境健康危害。 

5.5.2 现场处置应急组织 

（1）应急总指挥或副总指挥接到报警后，成立应急指挥部，并根据实际情

况和事故发展态势采取响应，必要时启动社会应急救援，拨打“119、120、110”

等报告相关部门协助，同时立即通知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所有成员到达事故现场。 

（2）应急领导小组成员接到通知后，各应急小组到达事故现场，在事故应

急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开展抢险，消防抢险组、通讯联络组、安全警戒组、医疗

救护组、物资供应组、疏散引导组、环境安全监测组的相互配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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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救援队伍进入事故现场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选择有利地形设

立指挥部，各救援队伍尽可能靠近指挥部，各组组长应确保通讯畅通，随时保持

与指挥部的联系，服从通讯联络组的调遣。 

5.5.3 现场应急处置程序 

进入现场的各应急小组尽快按照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开展应急工作。 

（1）现场指挥部：尽快开通通讯网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和危害程度，制

定救援方案；根据事故灾害程度决定是否需要外部援助；组织指挥救援行动。 

（2）抢险抢修 

值班人员接报警后，立即确定事故点，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对泄漏事故

或尾水超标排放事故进行控制。首先确定泄漏点或分析超标排放原因，根据泄漏

情况或超标排放原因制定处置、维修方案，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当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时要沉着冷静，并采取适当方法协助疏散组进行人员疏散隔离，将污染区

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如果有人员受到伤害，立即在安全区采取预防救治措施。现

场要采取先控制后修复的原则。应急处理人员尽可能切断泄漏源、排除故障，防

止泄漏或超标排放事故增加。 

（3）疏散撤离 

警戒疏散组立即赶到各自区域组织和指挥各区域内人员安全有序撤离事故

现场。 

（4）伤员急救 

医疗救护组展开伤员急救，在救护车未到达现场时，将受伤人员迅速送达就

近医院治疗。 

（5）现场恢复 

抢险抢修组与物资供应组配合，进行现场的恢复工作。 

5.5.4 现场应急处置具体责任人 

现场处置相关负责人及联系电话见表 5-3、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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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关键岗位责任人 

关键岗位 责任人 电话 

生产车间 张颖 13810906355 

危化品储存室 张健 13671193254 

危险废物暂存室 高锐 13683377886 

24 小时值班电话：010-56931842 

 

表 5-4 待命车辆联系人 

姓  名 手  机 

许丽宁 13501266038 

5.5.5 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存储室存储危险化学品主要为甲醛、乙醇、硫酸、盐酸、三氯甲

烷等化学品泄漏突发环境事件，采取的措施如下： 

①进入事故现场人员应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保证个人人身安全。 

②泄漏量较少时，用沙土覆盖泄漏化学品，再用铲子将沙土铲入收集桶内，

交危废处置单位处置；当泄漏量较大时，利用沙袋围堵，及时转移至备用瓶中。 

③当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扑灭火源，灭火时利用二氧化碳或干粉灭火器，

当火势较大时，迅速撤离并上报请求外部力量救援。 

④消防抢险时，第一时间关闭雨水排口。 

5.5.6 危险废物暂存间现场处置措施 

本公司在生产车间内设有危险废物暂存柜、园区北侧设置有危险废物暂存

间，主要用于存放废化学试剂、废培养基和废液等，出现突发环境事件采取的措

施如下： 

①抢险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必须带好个人防护器具。 

②泄漏时，用沙土覆盖泄漏危废，再用铲子将沙土铲入收集桶内，交危废处

置单位处置。 

③发生火灾时选择合适的灭火设备、器材。 

④消防抢险前第一时间关闭雨水排口，防止事故废水顺雨水管道排出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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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表水体。 

5.5.7 厂区消防退水现场处置措施 

（1）重点单元（危险化学品存储室、危险废物暂存间、锅炉房等）发生泄

漏、火灾时，及时用沙袋封堵事故点临近雨水检查井，并用沙袋对事故点设置临

时围堰/围挡，使事故废水进入厂区污水管网。 

（2）当事故废水或消防废水无法在厂区内截留，或已经顺雨水管网排出厂

区，第一时间通知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协助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对地

表、地下水开展跟踪监测。 

5.5.8 应急调度及物资保障 

（1）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按照事件分级执行分级响应，三级

突发环境事件由事故部门组织救援；二级突发环境事件需启动公司应急预案，组

织各应急小组参与救援；事故发生后，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情况，在自身救援

条件受限，无力控制事故现场时（一级突发环境事件），及时向北京市海淀区生

态环境局及有关政府部门求援，由政府部门来协调政府救援力量。全公司的应急

救援小组与物资服从政府部门的调配。 

（2）应急过程所需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数量、储存位置、负责人等详见附

件。 

5.6 应急疏散、急救 

5.6.1 应急疏散 

当发生泄漏、火灾、爆炸时，要保持镇定，有序的开展救援工作。根据事故

的发生地点、性质、级别，对周边单位人员进行告知、疏导工作。 

5.6.2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1）气体中毒人员时的处置： 

吸入化学品气体中毒时，迅速脱离现场，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场所，松

开患者衣领和裤带，严重者送医院治疗。 

（2）外伤处置： 

一般外伤，协助伤者脱离现场，清除污物，止血包扎，严重者时送医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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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治疗；骨折时用夹板固定包扎，移动护送时应平躺，防止弯折，送医院治疗；

遇静脉大出血时及时绑扎或压迫止血，立即送医院救治。 

（3）烧伤急救处置： 

小面积烫伤：小面积烫伤后，应马上冷敷。可用净水冲在烫伤部的略上方部

位，如果烫伤部位出现水泡，不要去挑破，而应该用干净的纱布垫着再用绷带包

扎好，去医院处理。 

大面积烧伤：为了争取时间和防止弄破水泡，可以穿着衣服（如外衣很脏，

可先脱去外衣）用水冲冷却，冲 5-20 分钟，然后再轻轻地脱去衣服，用干净纱

布包扎伤口。对于烧伤面积大的，送医院处理。 

眼睛的烧伤处置：使伤侧的脸部在下，健侧脸部朝上，水从鼻梁处向受伤眼

一侧的脸颊部冲洗。 

脸部烧伤：用湿毛巾捂在脸部 15 分钟冷敷。出现水泡，注意不要弄破，湿

毛巾要更换数次。 

衣服烧着时：衣服被烧着时，赶快脱掉，紧急时也可以一面放水，一面弄湿

地面，伤员可倒在地上滚动灭火，内衣裤、鞋袜等来不及脱下时，可以用水灭火。 

寒冷季节的烧伤：可以用冷、湿毛巾捂着上医院。注意冷敷的程度不能过度，

其它部位应采取保暖措施。如果用冷水冲洗时间过长，反会使体温下降，引起其

它疾病。 

5.6.3 事故现场人员的防护和撤离 

（1）救护人员穿戴防护用具； 

（2）设置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禁止围观人员堵塞道路； 

（3）设置安全标志，保持道路畅通，组织群众有序疏散； 

（4）根据需要由公安部门协助对企业和周边区域的相关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在相关路口设治安人员疏导交通； 

（5）事故现场人员向上风或侧向风向转移，企业应急人员配合公安部门，

负责引导和护送疏散人群到安全区，并逐一清点人数。在疏散和撤离的路线上可

设立指示牌，指明方向； 

（6）报上级安全主管部门，协助公安和医护人员的现场及后续工作。在救

人的同时，应保护现场。当医护及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协助医护人员共同抢救，

与公安人员积极合作。外部应急机构及主要联系电话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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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信息发布 

事故发生后，应急总指挥必须及时将事故经过向上级环保主管部门汇报，必

要时安排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严禁私自发表言论，接受采访时要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内容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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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 终止条件 

事故应急终止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隐患已经消除。 

（2）污染物资的泄漏或释放已达到安全限值以内。 

（3）事故造成的危害已经被消除，无次生可能。 

（4）事故现场无需后续处置的必要。 

6.2 终止程序 

（1）现场指挥部确认，经现场指挥批准。 

（2）外援现场指挥部或各专业应急处置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6.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通知本企业相关部门、周边环境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危险已解除； 

（2）解除可能受事故污染区域的警戒； 

（3）应急处置结束后，继续采取降低污染对环境的中、长期和累积影响的

善后处理、恢复措施； 

（4）事故原因调查、责任认定和应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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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7.1 事件现场保护 

发生事件后，现场指挥需绘制现场简图，保留必要标记并做出书面记录，以

备事件分析使用。 

（1）设定警戒区安排专门的人员值班，不允许任何不相干的人员到警戒区

内，防止破坏现场。 

（2）严格控制车辆出入，并要做好相应的记录。 

（3）值班保卫人员要坚守岗位，做好交接记录。 

7.2 事件现场处理 

7.2.1 确定现场处理方式 

一般在事件救援现场可采用两种处理方式。 

（1）源头处理。在事件发生初期，立即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将污染源严密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2）延伸处理。在控制住污染源后，从事件发生地开始向下风向对污染区

逐次推进全面而彻底地处理。 

7.2.2 明确现场处理的负责人和专业队伍 

事件现场处理工作要由经专业应急培训的人员进行，防护装备齐全，使用安

全防护要求的工具设备。 

7.3 后期污染物处置 

7.3.1 事件固体废物的处置 

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发生泄漏，在抢险过程中所用物质因吸附了危险化学

品或危险废物，需集中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避免二次环境污染。 

7.3.2 事件消防废水的处置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当公司发生火灾时，消防退水排入公司应急事故池内，

事故池容积约 50 立方米，应急事故池为厂区污水站调节池未使用体积，可以将

事故废水直接进行处理，处理合格后排放。 

7.4 调查与评估 

（1）总指挥配合突发环境事件相关部门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重复



33 

 

出现。 

（2）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编制环境事件总结报告，并于应急处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将事件总结报告上报海淀区政府，并抄送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3）应急事故评价：由公司组织有关专家，会同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织

损失评估、总结经验，并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7.5 恢复生产 

应急结束后，公司应急救援总指挥根据应急结束后各环境指标数值情况，下

达恢复运营指示，尽可能降低损失。 

7.6 应急总结 

应急终止后，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编写应急总结，需包括以下内容：突发环

境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伤亡情况，事件发生初步原因，各相关部门采取

的措施和处置结果，最终形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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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保障 

8.1 人力资源应急保障 

公司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支常备不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

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应急力量。 

日常提供全员应急培训与演练的机会，提高每位员工应急处置及反应的能

力。 

8.2 资金保障 

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费用列入年度费用计划，由物资保障组负责

应急救援资金申请，确保有充足的添置、更新及紧急购置应急处置装备的经

费，保障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能及时到位。 

8.3 物资保障 

根据环境风险事件应急抢险救援需要，由物资保障组组长组织，购买、更新、

储备应急物资，定期维护、保养应急仪器和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以确保参加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救助人员的自身安全，及时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

和扩散。环境风险事故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见《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

地厂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应急结束后，物质保障组负责物资的回收、维护，提出需补充物资清单。 

8.4 医疗卫生保障 

公司已配备充足的应急救援药品及救援力量 

8.5 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内部用车可作为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的应急救援资源，在应急响应时，

运送人员和物资。 

必要情况下，也可请求外部资源提供运输支持，保证及时调运有关应急救援

人员、装备和物资。 

8.6 治安维护 

安全警戒组加强对指挥部机关、重大风险源、救济物品集散点、储备仓库等

重要目标的警戒。 

安全警戒组要协助事件单位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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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8.7 通讯保障 

信息沟通首选有线电话，在有线电话线路故障时，以对讲机、手机保障救灾

通讯，同时全力恢复有线电话通讯。 

事件发生后，首先由岗位人员向上级管理部门和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讲明

事件部位、有无其他次生灾害发生、人员伤亡等情况。 

应急救援指挥部接到事件报警后，要立即向总指挥报告，将事件现场的灾害

情况及事件位置等情况进行上报，并随时汇报事件发展变化。同时通知应急救援

指挥部成员、各部门领导等及时到达事件现场。 

8.8 应急救援体系保障 

发生事件时的抢险救援人员以公司员工为主要力量。全体员工都应当在预报

或事件发生后，全力抢险，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在完成公司自身救灾任务的

同时，从人员和物资上还要听从指挥中心的统一调派，积极参加社会救援 

8.9 其他保障 

公司配有消防设施分布图、人员路线疏散图、以及周边环境关系及敏感目标

分布情况图等，能够有效地提高应急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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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督与管理 

9.1 环境预案编制 

为规范和加强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贯彻落实“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方针，促进公司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特由公司应急

救援指挥部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各个部门的应急工作职能明确，能及时、科学、有效地指挥、协调应急

救援工作，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快，充分发挥了应急预案在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处

置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迅速有效地处理各类突发环境

事件，实现应急救援“快速、有序、有效”，将事件对人员、财产和环境造成的

损失降至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对环境的影响。 

本预案由公司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负责编制，并负责最终解释。 

9.2 预案评审与备案 

9.2.1 预案评审 

一级评审：由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内部评审； 

二级评审：由公司、预案编制机构、外聘专家等人员共同参与外部评审。 

9.2.2 备案 

（1）备案：完成评审后到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2）预案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更新，同时向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9.3 预案修订 

9.3.1 预案修订要求 

公司经过预案演练后进行评价总结，发现存在的不符合项，提出改进措施，

确保应急预案持续适宜、有效、充分。 

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情况发生时，须及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1）对预案演练程序、内容提出有效意见及建议的； 

（2）预案演练后发现存在不符合项，需要改进的； 

（3）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 

（4）预案涉及的敏感目标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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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厂区的危险目标（种类、数量、位置）发生变化的； 

（6）应急设施设备发生变化的； 

（7）应急小组和应急人员的身份和联系电话发生变化的。 

9.3.2 预案修订时限 

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

修订：  

（1）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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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应急预案发布 

预案经批准后，应分发给相关部门和社区，并建立发放登记，记录发放时间、

发放份数、接收部门、接收时间、签收人等有关信息，并按规定报北京市海淀区

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9.5 应急预案备案 

本预案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

局。 

预案在公司负责人签署实施之日起 20 日内报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备

案。 

备案时提供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 

9.6 应急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自主要负责人签署当天生效，印发之日起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公司应组织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项职责

和任务分工，并对员工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每年组织应急预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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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实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9.7 宣教培训 

公司各部门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视实际学习情况可延长培训时间，一般为

4-8 学时，加强各级负责人、工作人员和作业人员对预案的熟练程度，负责员工

日常培训，提高应急指挥和救援人员的应急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提高全员的应

急意识和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9.7.1 培训内容 

主要进行的培训内容： 

（1）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作用与内容； 

（2）公司环境危险源的位置、发生事故的可能性，鉴别异常情况的危险辩

识； 

（3）本公司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各类污染物的危害性； 

（4）防止污染物扩散，处理、处置各类污染事故的基本方法； 

（5）周围环境敏感点的位置、数量与类型，本公司污染事故对其影响； 

（6）工艺流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7）基本控险、排险、堵漏的基本方法； 

（8）主要消防器材、防护设备等的位置及使用方法； 

（9）如何正确报警，内外部电话清单； 

（10）逃生避难及撤离路线； 

（11）配合应急人员的基本要求及责任； 

（12）自救与互救、消毒的基本知识； 

（13）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要求，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事故。 

9.7.2 培训频次 

公司制定培训计划，对所有员工包括新进员工、来厂参加实习培训人员、长

病假后复工的员工在上岗前都必须经过教育培训。公司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应急

预案培训。 

9.8 预案演练 

应急演练可以分为桌面推演、实战演练等，通过演练培训应急队伍，检验应

急队伍快速反应能力，落实岗位责任，增强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熟悉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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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机制、决策、协调和处置的程序，识别资源需求，评价应急准备状态，检验

预案的可行性，并根据演练结果和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予以改进，提高应急预案

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整体演练安排。 

（2）应急救援指挥部每年至少负责组织一次全员演练，每年组织一次无预

警演练。 

（3）各部门每年组织一次针对本部门工作内容及位置的应急演练。 

（4）各部门每年年初制定应急演练计划。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各部门演练

计划，组织并监督各部门的演练，并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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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则 

10.1 名词与术语定义 

（1）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2）环境事件——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

以及由于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

系统受到干扰，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

件。 

（3）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

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

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4）应急救援——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

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5）应急监测——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

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6）恢复——指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生活

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7）应急预案——指根据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类别、危害程度的预测，

而制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方案。要充分考虑现有物质、人员及环境风险源

的具体条件，能及时、有效地统筹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 

（8）分级——分级指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危害程度，对

不同环境事件划分的级别。 

10.2 预案解释权限 

本预案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制定，所有解释权限由北

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上地厂区）负责解释。 

10.3 预案修订情况 

本预案于 2021 年 11 月制定，为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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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预案的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批准签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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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 

11.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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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平面布置及污染分布图 

 

危废暂存间 

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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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厂区管线图 

 

燃气管线 

雨水管线 

污水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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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式 

公司内部各小组人员名单列表 

 

名称 应急工作职务 行政职务 姓名 电话 

应急指挥部 

组长 常务副总经理 尹卫东 13911818566 

副组长 分管安全副总 李静 13241955685 

应急监测组 

主任 EHS办公室经理 高锐 13683377886 

成员 EHS办公室成员 黄海龙 15110271886 

现场处置组 

组长 
设备运行保障中心及工程

设备部经理 
杨育杰 13691305877 

组员 
设备运行保障中心及工程

设备部人员 

于海泉 

赵瑞瑞 

13810521319 

17301247731 

通信联络组 

组长 肺炎事业部经理 韩星 18511861515 

组员 肺炎事业部人员 白雪 15301324061 

物资保障组 

组长 采购中心经理 张健 13671193254 

组员 采购中心人员 刘青 13810324458 

医疗救护组 

组长 流感事业部经理 王洁如 13718471676 

组员 流感事业部人员 郝中华 13810195747 

疏散引导组 

组长 甲肝事业部经理 张健 13671193254 

组员 甲肝事业部人员 李帅彪  18801435938 

安全警戒组 

组长 物业经理 许丽宁 13501266038 

组员 物业部人员 高峰 18701251617 

公司 24 小时应急办公室值班电话：010-569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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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外部应急机构及主要联系电话 

类    别 名    称 联系电话 

常用电话 

火警 119 

匪警 110 

查号台 114 

医疗急救台 120 

人工信息服务台 160 

道路交通报警台 122 

气象综合信息服务台 211 

移动电话服务台 222 

天气预报台 12121 

报时服务台 12117 

属地政府 

海淀区政府办公室 010-62553400 

海淀区应急管理局 010-82611220 

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010-82571515 

应急管理 
国家应急管理部 010-83933805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10-55579802 

社会救助 

海淀区公安分局 110 

海淀区消防支队 010-82785005 

北京市上地医院 010-62973150 

清华大学医院 010-62784635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10-62835678 

北医三院 010-82266699 

交通伤害急救热线 010-66098114 

中毒援助热线 12320 

北京市供电局报修中心 010-67881226 

道路交通事故咨询热线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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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现场应急处置卡 

硫酸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门口用消防沙袋进行围堵，避免流

出所在区域，污染外部环境。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通讯联络组人员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实验室管理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为指挥

的现场领导。 

实验室领导、值班人

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安全警戒组、疏散引

导组 

稀释 

覆盖 

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覆盖。也可以用大

量水冲洗，冲洗废水稀释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

站进行处理，处理合格后外排。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通风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事故岗位、实验室应

急人员 

现场 

处置 

1、采取围堵、导流、中和等措施，防止事故

扩大（少量泄漏，防止泄漏物进入地沟、地井）。 

2、用沙袋封堵门口。 

3、吸收泄漏物，并用专用器皿收集。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实验室

应急人员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实验室应急人员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实验室应急人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实验室领导、值班人

员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硫酸与皮肤接触需要用大量水冲洗，再涂上 3%～5%碳酸氢钠溶液

冲，迅速就医。溅入眼睛后应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

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迅速就医。吸入蒸气后应迅速脱离现场至

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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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迅速就医。误服后应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

迅速就医。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盐酸、乙酸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门口用消防沙袋（后期购买）进行

围堵，避免流出所在区域，污染外

部环境。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通讯联络组人员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实验室管理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为指挥

的现场领导。 

实验室领导、值班人

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安全警戒组、疏散引

导组 

稀释 

覆盖 

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以用大

量水冲洗，冲洗废水稀释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

站进行处理，处理合格后外排。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通风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事故岗位、实验室应

急人员 

现场 

处置 

1、采取围堵、导流、中和等措施，防止事故

扩大（少量泄漏，防止泄漏物进入地沟、地井）。 

2、用沙袋封堵门口。 

3、吸收泄漏物，并用专用器皿收集。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实验室

应急人员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实验室应急人员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实验室应急人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实验室领导、值班人

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7%81%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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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可涂抹

弱碱性物质（如碱水、肥皂水等），就医；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

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三氯甲烷、丙酮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门口用消防沙袋（后期购买）进行

围堵，避免流出所在区域，污染外

部环境。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通讯联络组人员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危废暂存间管理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为

指挥的现场领导。 

危废暂存间领导、值

班人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安全警戒组、疏

散引导组 

稀释 

覆盖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吸附材料

当作危废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冲洗废

水稀释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

合格后外排。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通风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事故岗位、危废暂存

间应急人员 

现场 

处置 

1、采取围堵、导流、中和等措施，防止事故

扩大（少量泄漏，防止泄漏物进入地沟、地井）。 

2、用沙袋封堵门口。 

3、吸收泄漏物，并用专用器皿收集。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危废暂

存间人员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危废暂存间应急人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1%E7%A2%B1%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BC%E7%9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90%86%E7%9B%90%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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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危废暂存间应急人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危废暂存间领导、值

班人员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眼镜

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乙醇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门口用消防沙袋（后期购买）进行

围堵，避免流出所在区域，污染外

部环境。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通讯联络组人员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危险化学品库管理人员（或部门负责人）

为指挥的现场领导。 

危险化学品库领导、

值班人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安全警戒组、疏

散引导组 

稀释 

覆盖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吸附材料

当作危废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冲洗废

水稀释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

合格后外排。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通风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事故岗位、危险化学

品库应急人员 

现场 

处置 

1、采取围堵、导流、中和等措施，防止事故

扩大（少量泄漏，防止泄漏物进入地沟、地井）。 

2、用沙袋封堵门口。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危险化

学品库应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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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3、吸收泄漏物，并用专用器皿收集。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危险化学品库应急人

员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危险化学品库应急人

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危险化学品库领导、

值班人员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眼镜

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危险暂存间废酸、废碱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门口用消防沙袋（后期购买）进行

围堵，避免流出所在区域，污染外

部环境。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通讯联络组人员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危废暂存间管理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为

指挥的现场领导。 

危废暂存间领导、值

班人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部门负责人指定的人

员、安全警戒组、疏

散引导组 

稀释 

覆盖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吸附材料

当作危废处置；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冲洗废

水稀释后进入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

合格后外排。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通风 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事故岗位、危废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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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间应急人员 

现场 

处置 

1、采取围堵、导流、中和等措施，防止事故

扩大（少量泄漏，防止泄漏物进入地沟、地井）。 

2、用沙袋封堵门口。 

3、吸收泄漏物，并用专用器皿收集。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危废暂

存间人员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危废暂存间应急人员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危废暂存间应急人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危废暂存间领导、值

班人员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眼镜

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天然气泄露现场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发现 

异常 

巡检人员发现，立即返回，就近佩戴空气呼吸

器前往（必须是 2 人或 2 人以上）确认。 
发现泄漏第一人 

现场确

认、报告 

现场确认后，发现泄露第一人向部门负责人报

告。 

部门负责人、发现泄

漏第一人 

工艺 

控制 

查找泄露源、对泄露源进行堵塞（若可能）。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 

视情况

采取措

施 

关闭天然气总阀或者修复破损管

道。 

部门负责人、事故岗

位、现场处置组人员 

报警 
发现泄露第一人立即向部门负责人汇报，视情

况拨打 119、110 电话，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发现泄露第一人 

应急总指挥 

应急程

序启动 

1、通知其他岗位人员增援。 

2、厂长（或值班人员）为指挥的现场领导。 

应急总指挥、值班人

员 

人员 

抢救 
戴空气呼吸器转移受伤人员，并施行急救。 应急救援组 

人员 

疏散 

组织现场与抢险无关的人员(含施工人员)疏

散，注意事项：1、做好呼吸防护；2、根据风

向标指示撤离至上风口；3、指定地点集合；4、

人员清点。 

疏散引导组 

通风 

1、若管道泄漏点在室内，应打开门窗，进行

通风换气。 

2、若管道泄漏点在室外，应当将相关区域进

行封锁，禁止人员经过 

事故岗位、车间应急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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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处  置 负责人 

监测 

通过液化石油气储柜和相关检测仪器对泄露

石油气浓度进行监测，以确定外现场处置组不

在爆炸极限浓度作业。 

应急监测组 

现场 

处置 

1、找到泄露原因。 

2、视相关情况对泄露管路进行修复，或对损

坏阀门等器件进行更换。 

现场处置人员 

部门负责人、车间人

员 

警戒 根据风向、地势，划定警戒范围。 车间应急人员 

堵漏 具备堵漏条件时，组织人员进入现场堵漏。 车间应急人员 

应急关

闭 

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源彻底消除，下达应急终

止指令。 

应急总指挥、值班人

员 

注  意 

1、进入事故区域戴空气呼吸器，其它附近区域戴防尘口罩。接触有毒

介质的人员、回收人员和堵漏人员须穿防护服和胶鞋，戴手套。 

2、去泄露现场处置人员必须做去静电处理后方可进入。 

3、报警时，须讲明泄漏地点、泄漏介质、泄漏量、人员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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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相关照片 

 

污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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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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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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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存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