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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公司应急救援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保障公司员工和公司周边企业、社会公众

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突发性危险物料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特种设备、灾害性天气、

环境污染等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并能在事故发生后能迅速得到有效地控制和处理，最大

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号 2014.12.0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号 2016.09.01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 2009.5.1 施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645号 2013.12.01 施行）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549号 2009.05.01施行）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年版)

《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令第 8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号)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1.3 适用范围、预案分级

1.3.1使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范围内生产、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发

生或可能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火灾、爆炸、中毒窒息事故、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特种设备、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1.3.1预案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后果严重度、可控性以及事态影响范围与发展趋势等因素，突发性

事件将实行分级响应机制，按照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因素，预案分级由高到低分为三个级别：Ⅰ（上报政府，即涉外级）



级、Ⅱ（公司）级、Ⅲ（装置）级，分级原则见表 1-1。

相应事故分级由高到低也分为三个级别：一级（涉外）、二级（公司）级、三级（车间

或装置）级。

表 1-1 事故类型及分级

事故类型 事故级别 备注

危险物料泄漏（跑、冒、漏）

事故
划分为二级、三级事故。

三级事故：≤200L 危险物

料泄漏；因灼烫、机械伤害造成

1 人轻伤。

二级事故：＞200L 危险物

料泄漏；有可见火苗火灾，本岗

位（部门）扑灭；因车辆伤害、

起重伤害、中毒等原因造成 1
人及以上重伤。

一级事故：可见火苗火灾，

需要公司其它部门配合灭火。

火灾、爆炸事故 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事故。

急性中毒窒息事故 划分为二级、三级事故。

特种设备事故 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事故。

台风、雷电事故 划分一级、二级事故。

触电事故 划分为二级、三级事故。

其他物理伤害事故（物体

打击、跌倒划伤、高空坠落、

蒸汽烫伤、车辆伤害等）

划分为二级、三级事故。

1.4 应急预案体系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由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

及应急处置卡组成，应急预案体系具体框架见图 1-1。

1）综合应急预案：针对公司可能存在的各种事故类型，由公司组织编制，对公司的应

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

应急预案管理等内容进行规定。该预案与当地政府相关应急预案相衔接。

2）专项应急预案：主要是公司为应对某一类型或几种类型事故，或者针对重要生产设

施、重大危险源、重大活动等内容而制定的应急预案，由公司负责制订。

3）现场处置方案：公司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岗位操作规程以及危险性控制措施，针对

具体场所、装置或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事故风险分析、应急工作职责、应急

处置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结构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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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急预案体系图

1.5 应急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快速反应。事故发生后，有关各级迅速按照预案实施应急工作，处置本

区域危险事件，努力减轻公司生命财产损失。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根据事故的损失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启动相应的应急响

应。

（3）分工负责，协同应对。各有关部门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各施其责，密切配合，团

结协作，共同做好应急和救助工作。



2．事故风险描述

2.1企业基本情况

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法人）成立于 2009年 04 月 20日，公

司厂区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现代工业园区五福路 23 号，是一家年产 5000吨

胶黏剂及胶黏剂销售的企业。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强力胶黏剂（氯丁酚醛胶黏剂）、白胶（聚

醋酸乙烯酯乳液）和白胶（丙烯酸酯乳液）。厂内总占地面积 80 亩，目前共有员工 80人，

其中安全管理人员 4 人。企业全年工作约 250 天，生产车间一班一运转制，部分辅助岗位

两班制，车间管理人员白班制。

公司现有 3800 t/a 强力胶黏剂（强力胶车间）、1200t/a 白胶（白胶车间）生产线。

厂区西面为安吉亚丽丝纺织有限公司、北面为安吉巨水电镀有限公司，东面为污水处

理厂。周边主要企业的情况如下：

表 2-1 国森化工公司临江新厂区周边主要企业概况

序号 企业名称
与国森化工的

距离及方位
主要产品 是否构成重大危险源

1 污水处理厂 东面 处理污水 否

2
安吉亚丽丝

纺织有限公

司

西面 纺织产品 否

3
安吉巨水电

镀有限公司
北面 产品电镀处理 否

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胶黏剂生产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要的产

品为强力胶粘剂。公司生产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具体情况如下：



图 2-1 强力胶工艺流程图

图 2-2 白胶工艺流程图

2.2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情况

2.2.1危险化学品分布情况

国森化工所含危险化学品种类和具体储量如下表所示：

表 2-2 浙江国森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危险品储量一览表



序号
储藏或使用

地点
危险化学品名称 最大储量（t） 危害因素

1 甲类液体罐区

汽油 4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酮 3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溶剂油 4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甲基苯 4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2-丁酮 3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乙酸乙酯 40.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乙酸乙烯酯 15.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异辛酯 15.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柴油 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2 甲类仓库一一

异丁烯酸甲酯 2.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酚醛树脂 6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正丁酯 3.6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 0.4 火灾、爆炸、化学灼烫

苯乙烯 2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过硫酸铵 0.2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过氧化氢溶液 0.2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强力胶（氯丁酚醛胶粘

剂）
15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白胶（丙烯酸酯乳液） 6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白胶（ 聚醋酸乙烯酯乳

液)
50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3 强力胶车间

甲苯 0.781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汽油 0.837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酮 0.134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2-丁酮 0.167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乙酸乙酯 0.502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强力胶（氯丁酚醛胶粘

剂）
3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4 白胶车间

异丁烯酸甲酯 0.629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异辛酯 1.234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苯乙烯[稳定的] 0.31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正丁酯[稳定的] 0.787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过二硫酸铵 0.01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稳定的] 0.079 火灾、爆炸、化学灼烫

白胶（丙烯酸酯乳液） 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丙烯酸异辛酯 0.28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乙酸乙烯酯 1.15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白胶（ 聚醋酸乙烯酯乳

液
4 火灾、爆炸、急性中毒

2.2.2生产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布情况

表 2-3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分布情况表

序

号

危险、

有害因

素

存在场所 可能发生的过程
备

注

1
火灾、

爆炸

甲类液体罐区、强力胶及白胶车间、甲

类仓库一

卸料、投料、包装、检修动火等作业过

程

2
压力容

器爆炸
白胶车间

反应釜、储气罐、蒸汽管道超压作业过

程

3
中毒

窒息

甲类液体罐区、、强力胶及白胶车间、甲

类仓库一
卸料、投料、包装、受限空间作业过程

表 2-4 次要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分布情况表

序号
危险、有害

因素
存在场所 可能发生的过程 备注

1 化学灼伤 白胶车间、甲类仓库一
丙烯酸储存、运输、投料

等作业过程

2 高温灼伤 蒸汽管道 蒸汽泄漏

3 触电
变配电房、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泵房等用

电场所
电气设备作业过程

4 车辆伤害
甲类液体罐区、强力胶及白胶车间、甲类仓库

一及厂内道路 车辆运输、装卸

5 高处坠落 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 车间操作平台

6 起重伤害 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 车间电动葫芦操作

7 机械伤害 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 搅拌电机、空压机运转、

包装机械作业

8 物体打击 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
主要为设备检修期间的

零配件、工具等

9 粉尘危害 炼胶车间
固体粉料投料、储运过

程、成品包装及混合过程

10 淹溺 污水池、消防水池 池边作业、清池作业

2.2.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情况

甲类液体罐区、甲类仓库一、强力胶车间、白胶车间均未单独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整个厂区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2.3风险及后果分析

表 3-1 风险及后果分析
部门 泄漏程度 事故影响范围 引发其他事故类型 事故后果

白胶车

间

小量泄漏 本车间 环境污染事故 财产损失

大量泄漏 本厂区、厂区外
环境污染、人员急性中毒、火灾

爆炸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强力胶

车间

小量泄漏 本车间 环境污染事故 财产损失

大量泄漏 本厂区、厂区外
环境污染、人员急性中毒、火灾

爆炸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甲类一

仓库

小量泄漏 本仓库 环境污染事故 财产损失

大量泄漏 本厂区、厂区外 环境污染、人员中毒、火灾爆炸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甲类液

体罐区

小量泄漏 本罐区 环境污染事故 财产损失

大量泄漏 本厂区、厂区外 环境污染、人员中毒、火灾爆炸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1指挥机构与组成人员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指挥部，由总经理，以及工业安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生产部、

采购部、工务部、品保部负责人组成。

董事长为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总经理为副总指挥，各部门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

如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不在时，由生产部主管为临时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援工作。

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相应的应急工作小组，应急指挥机构图如下图：

总指挥：董事长

副总指挥：总经理

现场指挥：生产部主管

环
境
监
测
小
组

生
产
调
度
小
组

物
资
供
应
小
组

工
程
抢
修
小
组

通
讯
联
络
小
组

医
疗
救
护
小
组

治
安
保
卫
小
组

应
急
救
援
小
组

图 2-1 应急救援组织图

3.2应急组织机构、应急小组及职责

表 3-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序号 名称 应急职责 备注

1 指挥领导小组

（1）负责本公司“预案”的制定、修订；

（2）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并组织实施和演练；

（3）检查督促做好重大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

作。

2 指挥部

（1）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

（2）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和相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

出救援请求；

（4）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经验教训。

3 总指挥

（1）启动和终止公司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组织指挥全公司的应急救援工作。统一调配救援人员、物资；

（3）根据事故级别，第一时间向政府、相邻单位报告求援；

（4）总指挥赶赴事故现场进行现场指挥，成立现场指挥部，批准

现场救援方案，组织现场抢救；

（5）唯一授权对外发布有关信息。

4 副总指挥

（1）协助总指挥组织和指挥应急救援任务；

（2）总指挥出差期间，担任总指挥之职；

（3）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缓事故后果行动的对策和建议；

（4）保持与现场总指挥的直接联络；

（5）协调、组织和获取应急所需的其他资源、设备，以支援现场

的应急操作；

（6）负责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监督检查应急演练效果。

5 现场总指挥

（1）负责事故现场所有操作的指挥和协调；

（2）现场事故评估；

（3）保证公司员工应急行动的执行；

（4）控制紧急情况；

（5）现场应急行动与指挥部的协调。

6 各组成单位

（1）预案启动后 15 分钟内要赶到指挥部；

（2）听从指挥部指令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指挥所属应急小组有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4）精选人员组成应急小组，平日开展应急演练；

（5）按专业开展应急救援，确认现场状况、收集信息上报指挥部。

表 3-2 应急小组构成及职责表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应急职责 备注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应急职责 备注

1

工
程
抢
修
小
组

生产部

(1)抢修小组接到通知后，迅速集合队伍奔赴现场，根据指挥部下

达的抢修指令，对于事故中受到破坏的设备、管道、建筑设施等

进行最快速度的抢修，控制事故进一步扩大；

(2)应急结束后，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并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及时清理、修复现场。

2

应
急
救
援
小
组

生产部

(1)接受现场指挥官直接指导进行应急工作；

(2)快速疏散被困或受伤人员至安全地带；

(3)对火势进行扑救，对储罐类进行冷却、分隔处理，必要时穿戴

特种服和佩戴防毒器具；

(4)无法控制现场火势状态下，命人及时向公安消防报警救援；

3

医
疗
救
护
小
组

人力资源部

(1)负责针对危险物质的危害的特性，储备和掌握相应的医疗急救

措施；

(2)负责储备足量的急救器材和药品，并确保有效随时可用；

(3)负责事故伤员的运送、临时急救及送院治疗抢救工作；

(4)当厂区急救力量无法满足时，向其他医疗单位申请救援并迅速

转移伤者。

4

治
安
保
卫
小
组

人力资源部

(1)负责在事故影响范围设置警戒区，布置岗哨，加强警戒，巡逻

检查，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禁区；

(2)接到报警后，封闭厂区大门，维持厂区道路交通程序，引导外

来救援力量进入事故发生点，严禁外来人员入厂围观；

(3)派人应到事故发生区域封路，指挥抢救车辆行驶路线，指挥群

众疏散。

5

物
资
供
应
小
组

行销部

(1)物资供应小组在接到报警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准备抢险抢

救物质及设备等工具；

(2)根据生产部门、事故装置查明事故部位管线、法兰、阀门、设

备等型号及几何尺寸，对照库存储备，及时准确地提供备件；

(3)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单位联系，调剂物质、工程器具等；

(4)负责抢救受伤、中毒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5)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运输。

6

环
境
监
测
小
组

品质部

(1)负责监测泄漏污染物，协助由环保局派出的监测人员，根据环

境污染事故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故发生地的气象和地域特点，

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

(2)负责实时汇报监测结果，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综合分

析环境污染事故污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发展

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决策的依据。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应急职责 备注

7

生
产
调
度
小
组

工业安全卫

生部

(1)负责根据事故现场事态的变化或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对工厂实

施全面停车或局部紧急停车，以确保生产安全，避免发生连锁事

故；

(2)负责调整生产秩序，确保所有应急资源，如消防水、电、车辆、

人员、药物等均能最大限度的投入到救援行动中，以求事故尽快

得到控制；

(3)应急终止后有计划的组织清理、检查各生产岗位，并积极恢复

正常生产。

8

通
讯
联
络
组

咨讯部

(1)向现场指挥官报到；

(2)统一负责对外宣布事故情况，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部门、安全

部门、环保部门、周边工厂、社区发布事故情况，减少事故产生

的负面舆论影响；

(3)负责相关单位的接待工作；

(4)负责各组（部门）之间的联系（协调）。

4．预警及信息报告

4.1预警

公司对危险源进行有效监测监控，并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根据监测

监控系统数据变化状况、事故险情况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有关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进行

预警，明确预警的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发布的程序。

4.1.1预警信息来源

各类预警信息必须来源于政府部门、公共信息部门以及工厂内部监控、巡查、信息报

告等正规渠道。预警信息来源具体为：

（1）政府部门：依托政府办公信息网络及信息通报制度，收集来自政府部门（应急办、

安监局）通报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

（2）公共信息部门：依托信息发布媒体，收集公共信息部门（包括安监、气象、环保、

水利等）提供的有关安全生产类专业监测和预报信息；

（3）企业：主要包括依托公司内部重大风险源分布情况、生产经营行为安全风险评估

情况，安全形势分析报告和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上报统计信息，各类危险源检测监控系统提

供的安全生产实时监控信息，以及根据上述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后形成的安全预警信息。

4.1.2预警条件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根据所收集预警信息的情况，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对事件作出如下判断：



1)事件的发展势态是否会引发事故；

2)事件引发事故的紧急程度；

3)事故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预测结果，进行以下预警行动：

1)达到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应立即发出启动本预案的指令。

2)指令公司相关部门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并通知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进入预警状态；

3)指令公司相关部门采取防范措施，并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4.1.3预警信息发布的程序

1）预警分级

根据预警信息来源以及已发生的或潜在的生产安全事件特点、性质、危害程度、发展

态势、紧急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公司发布预警信息分为三个级别：Ⅰ级红色预警（特别严

重）、Ⅱ级橙色预警（严重）、Ⅲ级黄色预警（一般）。

表 3-1 公司生产安全预警级别

预警

级别

级别

描述

颜色

标示
基本条件 预警行动

I 级

特

别

严

重

红

色

 公共信息部门发布的生产安全类信息预警级别达

Ⅰ级红色预警的；

 公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预计将发展至特别严重（Ⅰ

级）标准的；

 公司认为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影响特别严重，

需要提供相应级别应急保障的；

立即启动本预案，并

向上级应急管理部

门报告

II 级
严

重

橙

色

 公共信息部门发布的生产安全类信息预警级别达

Ⅱ级橙色预警的；

 公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预计将发展至重大（Ⅱ级）

标准的；

 公司认为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影响严重，需提

供相应级别应急保障的；

指令公司事故相关

部门启动专项应急

预案，并通知公司应

急领导小组进入预

警状态；

III 级 一般 黄色

 公共信息部门发布的生产安全类信息预警级别达

III 级黄色预警的；

 公司认为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影响一般，但需

提供相应级别应急保障的；

指令公司相关部门

启动现场处置方案，

采取防范措施，并连

续跟踪事态发展。

2）预警启动程序

（1）应急启动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启动本预案：

①政府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或要求本公司启动应急预案时。



②发生Ⅱ（公司）级及以上事件时。

③发生Ⅲ（车间或装置）级事件时，生产装置难以控制，基层单位请求启动时。

（2）应急启动程序

①Ⅱ（公司）级应急预案的启动条件由公司决定，各部门各车间遵照执行，由公司应

急指挥部总指挥或委托副总指挥宣布。

②Ⅲ（车间或装置）级应急预案的启动条件由车间制定，Ⅲ（车间或装置）级应急预

案启动由车间应急领导组长宣布，并且确定装置响应人员。

③Ⅲ（车间或装置）级应急预案启动后，由公司安全科跟踪并详细了解险情发展，并

且确定预警部门和人员。

④特殊事件、当灾害发展到人力不可控制时，由现场最高行政管理者下达撤离指令，

当险情危及员工生命安全时，员工可以行驶紧急避险权。

对外报警、求助或政府下达应急指示时应按照政府的应急救援预案开展救援。公司应

急指挥领部决定启动应急预案时，应立即启动应急报警铃声，听到某区域需要疏散人员的

警报时，区域内的人员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立即处置安全、稳妥后迅速、有序地撤离危险

区域，按指定地点集合，经清点人数后方可离开。

①事故现场人员的撤离

人员自行撤离到上风口处，由当班组长负责清点本班人数。当班组长组织本班人员有

秩序地疏散，疏散顺序从最危险地段人员先开始，相互兼顾照应，并根据风向指明集合地

点。人员在安全地点集合后，组长清点人数，向事故单位负责人报告人员情况，发现缺员，

应报告所缺员工的姓名和事故前所处位置等。组长不在时，由副组长负责。

②非事故现场人员紧急疏散

由事故单位负责报警，现场最高领导向应急消防组负责人发出撤离命令，接命令后，

应急消防组组织人员疏散，人员接通知后，自行撤离到上风口处。疏散顺序从最危险地段

人员先开始，相互兼顾照应，并根据风向指明集合地点。人员在安全地点集合后，应急消

防组清点人数后，向指挥部报告人员情况，发现缺员，应报告所缺人员的姓名和事故前所

处位置等。

③周边区域的单位、人员的疏散

当事故危及周边单位、人员时，由指挥部向政府以及周边单位发送警报。事态严重紧

急时，通过指挥部直接联系政府以及周边单位负责人，亲自向政府或负责人发布消息，提

出要求组织撤离疏散或者请求援助。在发布消息时，必须发布事态的缓急程度，提出撤离



的具体方法和方式。撤离方式有步行和车辆运输两种，撤离方法中应明确应采取的预防措

施、注意事项、撤离方向和撤离距离。撤离必须是有组织性的。

3）预警发布

公司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本公司范围内涉及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的受理和发布。

Ⅰ级、II 级预警信息，经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发布，并立即上报园区应急领导小组

办公室。Ⅲ级预警信息由公司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发布，并及时将信息报告公司应急领导

小组。

4）预警解除

当事故现场得以有效控制、遇险人员全部获救，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设备设施处

于受控状态，经事故单位、各应急救援组确认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各应急救援

组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现场情况，由总指挥下达指令，宣布应急救援终止，预警解除。

Ⅰ级、II 级预警解除信息，经园区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由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发

布。Ⅲ级预警解除信息，经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工业安全卫生部发布。

4.2信息报告

4.2.1信息接收与通报

事故信息的接收与通报采用手机、对讲机、应急值守电话 0572-5662327、传真等通讯

工具，报告时应简明扼要地描述以下几个方面：

(1)事件发生所在的建筑物及位置；

(2)事件的性质：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灼烫、中毒窒息等；是否有人受伤；

(3)采取的行动：①操作工确认事故位置；②事发车间简要介绍事故情况；③执行相

应的抢险救援或泄漏处理计划等。

安排专人负责接听应急值守电话，在公司南大门口接警。

事故信息通报：

（1）事故发现者应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抢救，并运用公司应急广播系统或通过对

讲机报告车间当班负责人或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情况紧急应立即拨打 119 火警电话及 120

急救电话。

（2）由当班负责人组织人员进行处理，并拨打公司应急电话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3）由值班经理或工业安全卫生部主管接报告后紧急上报总指挥，由总指挥启动公司

应急组织，召集各应急小组进行救援，并决定是否通知外部救援队伍。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24h 应急值班电话 0572-5662307，夜间为值班领导电话

13819240618。值班人员接警后迅速报告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人，由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人

根据情况调动相关应急设施和资源，当事故情况达 II 级状态时报告总指挥，适时启动相应

应急处置方案或预案。

4.2.2信息上报

对于火灾、爆炸、中毒事故以及重伤、死亡事故，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总指挥）用快

速方法在 1小时内向园区主管单位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包括应急救援情况）；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和初步估

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信息的上报采用手机、电话、传真等通讯工具。

4.2.3信息传递

事故发生后由通讯联络小组向本单位以外的有关部门或单位通报事故的基本信息，及

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 有关单位主要为周边企业，有安吉亚丽丝纺织有限公司、安吉巨水

电镀有限公司等。

事故信息的传递采用手机、电话、传真等通讯工具。

5．应急响应

5.1响应分级

为了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公司控制事态

的能力，将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三个级别: Ⅰ级(社会/厂外级) 、Ⅱ级（公司/厂级）、

Ⅲ级（车间级），详见表 5-1 。

应急响应的分级原则为：

Ⅰ级：事态复杂，影响范围可能超出了公司范围或事态发展超出公司应急能力范围，

需请求外部力量进行应急支援的事故。



II 级：事态较为复杂，在公司范围内可以得到控制，需要由公司统一组织协调，调集

资源和力量进行应急处置的紧急事件。

III 级：事态简单，在事故发生场所小范围内可以得到控制，由事故所在车间资源和力

量即可处置的紧急事件。

表 5-1 应急响应分级原则

级别 分级原则 分级说明

Ⅰ级

事态复杂，影响范围

可能超出了公司范围或

事态发展超出公司应急

能力范围，需请求外部力

量进行应急支援的事故。

重大以上事故

指有可能产生下列情况之一的重大事故：

①生产装置、罐区等发生重大火灾、爆炸、泄漏事故，公

司现有应急力量无法控制，或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事故。

②一次发生 3 人以上中毒的事故。

③罐区储罐等重大危险源发生重大泄漏，有可能对当地经

济、环境、社会活动造成较大影响，需要疏散转移周边群众的事

故。

注：重大、特大危险化学品、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启动信号使

用防空警报，应急救援指挥部全体成员切记，必须及时向 119
指挥中心、110 指挥中心、120 急救中心报警，及时向上级政府、

安监、环保等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情况。

Ⅱ级

事态较为复杂，在公

司范围内可以得到控制，

需要由公司统一组织协

调，调集资源和力量进行

应急处置的紧急事件。

较大事故

指生产装置、罐区等发生较大火灾、爆炸、泄漏事故，有可

能产生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需要调动全公司应急力量进行应急响应的事故。

②可能发生 1 人以上中毒的事故。

③原料管道等危险源发生一般泄漏，需要疏散转移本企业员

工的事故。

Ⅲ级

事态简单，在事故发

生场所小范围内可以得到

控制，由事故所在车间资

源和力量即可处置的紧急

事件。

一般事故

指少量危化品泄漏、初始火警事故、小范围火灾、轻伤。启

动信号为通讯工具与公司内警铃，由当班人员和自愿消防队根据

现场处置方案紧急处理为主。



5.2响应程序

Ⅲ级

Ⅰ级

园区应急领导小组
调动园区及周边

应急救援力量开

展应急救援处置

事故当事人或现场其他人员

本单位负责人 接到报告 10 分钟内

调集应急资源

到现场指挥处置

事故

启动现场处置方案

值班人员

工业安全卫生部

应急领导小组 启动专项应急预案
调集公司应急资源

组织应急救援组

进行应急处置

事故影响扩大或未有效控制

事故影响继续扩大或未有效控制

应急领导小组 启动综合应急预案

请求园区应急救援

力量

进行应急救援处置

启动园区应急预案

Ⅱ级

事故发生 1 小时内

应急响应结束

发布指令 事故有效控制、消除

应急响应流程框图



响应程序一共分三级，Ⅲ级（车间级），Ⅱ级（公司级），Ⅰ级（公司外）。

事故发生后，现场第一发现人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事故情况，或向公司应急值

班室（0572-5662327）、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人报告。接到事故报告后，本单位负责人或值

班人员要在 10 分钟内赶到事故现场，启动现场处置方案（Ⅲ级响应），组织人员使用应急

器材，根据事故现场情况进行紧急应急处置。同时将事故现场情况报应急领导小组，准备

Ⅱ级响应。

当事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影响范围扩大，本单位或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人要立

即报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启动专项应急救援方案（Ⅱ级响应），组织各应急救援小组，调集

公司内应急资源，进行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实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处置情况。

当事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应急领导小组总指挥启动综合应

急救援方案（Ⅰ级响应），汇报园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请求园区应急救援力量支援，配合

园区应急队伍进行事故现场处置。总指挥实时向园区应急领导小组汇报事故情况。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现场清理结束，警戒解除后，总指挥发布应急响应结束指令。

5.3应急处置

5.3.1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5.3.1.1危化品泄漏事故

在危险品泄漏事故中，首先做好周围无关人员的紧急疏散工作，应急隔离发生危险化

学品泄漏的生产区、罐区，根据所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和毒性等等，结合气象条

件，风向，迅速确定厂里面其他员工疏散方向和疏散距离。

疏散距离为二种，紧急隔离区是以隔离距离为半径的圆圈，非事故处理人员不得入内，

下风向疏散距离是指必需采取保护措施的范围，即该范围内的人员处于有害接触的危险之

中，可以采取应急防护和撤离等有效措施。由于夜间气象条件对毒气云的混合作用要比白

天来得小，毒气云不易散开，因而下风向疏散距离相对白天的远些。

当总指挥发布紧急疏散、撤离准备命令后，各部门须迅速按规定停车，并设法保护重

要装置、设备的安全，将易燃易爆物品搬离危险区域，准备好后由部门负责人向总指挥报

告待命。

当总指挥发布紧急疏散、撤离命令后，撤退人员须带上呼吸口罩或手捂毛巾，按要求

路线、方向撤离。由部门自愿消防队员殿后和清点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后，向指挥部报



告。同时，公司生产区即为应急隔离区。并由公司安全警戒组和增援的公安部门设警戒线，

警戒带为黄黑带，非事故处理人员不得入内。

1）事故现场人员清点，撤离的方式、方法：生产车间全体操作人员，在听到紧急疏散、

撤离警报后，必须立即撤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由生产部、车间负责人、班组长按当班人

员名册清点清人员，生产部负责人将人员清点情况报告指挥部。

2）非事故现场人员紧急疏散方式、方法：办公室、生活区等非事故现场人员，在听到

紧急疏散、撤离警报后，必须立即撤离到指定的安全区域，并由办公室清点非事故现场撤

离人员，并将人员清点情况报告指挥部。

3）抢救人员在撤离前、撤离后的报告：各专业抢救人员在实施救援过程中，必须向指

挥部报告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状况，各专业抢救队人员在撤离后，必须向各队负责人或临

时负责人向指挥部报告人数。

4）周边区域的单位人员疏散的方式、方法：第一步，应急隔离区，设在厂区地界。第

二步，视事态发展情况由指挥部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部报告情况，对下风向可能殃及区域

内的人员实施紧急疏散。

5.3.1.2火灾事故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当班操作人员或现场人员应采取自救互救措施，无人员受伤

时，采取自救，可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空气呼吸器、滤毒罐等）或逆风脱离现场；有人员

受伤时，采取互救，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空气呼吸器、滤毒罐等）协助受伤人员逆风脱离

现场，脱离现场后必要采取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同时向车间领导、消防队报警。

5.3.2危险区的隔离

5.3.2.1危险区的设定

在火灾、爆炸事故中，以泄漏事故的原点或火灾发生点为中心，其中下风向距离或火

灾蔓延区域就是指必须采取保护措施的范围，即该范围内的人员处于有害接触危险之中，

所以该范围就属于危险区。

5.3.2.2事故现场隔离方法

由公司治安保卫小组成员和前来增援的公安部门设立警戒线，警戒线为黄黑色，非事

故处理人员不得入内。

5.3.2.3事故现场周边区域的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办法

事故现场周边区域的道路隔离由公司治安保卫小组成员和前来增援的公安部门实施道

路隔离或交通管制。



5.3.3检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5.3.3.1检测的方式、方法及检测人员防护、监护措施

公司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所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的不同理化性质，使用不同的检测仪

器（如使用便携式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仪器实施在空气中泄漏浓度的检测）。同时，为

确保检测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实施泄漏现场检测时，检测人员必须穿戴防化服和空气呼吸

器。

5.3.3.2抢险、救援方式、方法及人员的防护、监护措施

各抢险、救援队根据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命令并按现场抢险、救援的职责和分工实施救

援。全体抢险、救援人员在进入抢险、救援现场前，必须正确穿戴防化服和空气呼吸器，

并在实施检测、救援中指定专人监护或相互监护。

5.3.3.3现场实时监测及异常情况下抢险人员的撤离条件、方法

当被监测泄漏的易燃易爆气体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爆炸极限范围时，或有毒气体在空

气中的泄漏浓度达到危害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时，为防止事故扩大化，抢险、救援人员必

须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5.3.4应急救队伍的调度

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度由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企业外部上级应急预案启动后，公

司应急力量纳入上级应急体系。

5.3.5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1）接触人群检伤分类方案及执行人员：

在事故应急救援中，从现场抢救下来的伤员，到安全区域后由前来增援的 120 急救中

心医务人员对伤员按轻伤、重伤进行快速分类。

2）依据检伤结果由公司医疗队和前来增援的 120 救中心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分类的现

场紧急抢救方案。

3）接触者医学观察方案：

根据伤者的伤情和所接触的危险化学品的类别，由公司医疗队成员配合前来增援的 120

急救中心医务人员做好接触者医学观察方案。

4）患者转运及转运中的救治方案：

对重伤员必须及时转运到医院，并在转运过程中由护送的医务人员实施途中的救护工

作。



①患者治疗方案：根据伤者的伤情和所接触的危险化学品的类别，配合医院做好伤员

的救治和处置方案。

②信息、药物、器材储备信息：由公司工业安全卫生部和应急救援医疗组人员做好药

物、器材的储备工作，并定期向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信息。

5.3.6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1）事故现场的保护措施：事故现场的保护措施由公司工业安全卫生部配合事故调查部

门，如安监局、公司消防部门、环保部门实施。

2）明确事故现场洗消工作的负责人和专业队伍：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由自愿消防队实

施，并根据需要请求消防部门和环保部门支援。事故现场的洗消水必须排入事故应急处理

池，不得直接排入河道。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事故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明

确处置原则和具体要求。

5.4扩大应急

当事故未得到有效控制，或公司范围内应急救援人员、器材、设备等资源不足时，总

指挥发布 I 级应急响应，上报园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请求园区应急力量进行支援。

在外部应急队伍赶到前，全体救援人员应紧急撤离到安全区域，并对危险区域进行警

戒隔离，安排专人负责与外部救援队伍沟通联系和迎接工作。

公司应急救援组积极配合外部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直至事故控制消除。

5.5应急结束

5.5.1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①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②事故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到规定限值以内的。

③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④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的。

⑤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故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

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的。



5.5.2 应急救援终止程序

（1）由应急救援指挥部会同上级救援部门确定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

（2）由应急救援指挥部会同上级救援部门通知周边区域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危险已

解除。

6. 信息公开

1）信息发布部门及负责人

国森化工应急领导小组信息公开安全管理部门为综合办公室，负责做好信息分析、报

告和发布工作。及时编发事故处置动态信息供领导参阅。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向社会和新闻

媒体发布生产安全事故有关抢险救援工作的宣传报道。

2）信息通报原则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报道突发事故发生、处置

的过程。要通过有计划的信息发布工作，为新闻媒体提供关于事件的准确、一致、及时的

信息，引导舆论和公众行为，消除和纠正恐慌、谣传等不良事态。

7后期处置

7.1污染物处理

污染物处理参照环境应急预案，废水进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7.2生产恢复

企业厂区内的危险化学品一旦发生事故，主要以液体和气雾形式泄漏和扩散。在突发

环境事故发生后，积极开展环境恢复与重建工作，明确环境恢复对象（土壤、大气、水体），

确定系统边界；诊断分析环境损害系统，确定恢复目标，进行环境恢复的自然-经济-社会技

术可行性分析；根据事故发生地点、污染物的性质和当时气象条件，明确事故泄漏物污染

的环境区域；组织人员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检测分析，明确污染环境中涉及的化学品、污

染的程度、天气和当地的人口等因素，确定一个安全、有效、对环境影响最小的恢复方案。

通过环境恢复方案的实施，使污染物浓度到达环境可接受水平，后续进行监测、评价与反

馈。

7.3医疗救治

医疗救护组组长安排或联系医疗救护部门视伤情严重程度安排伤员进入医院进行治



疗。

7.4人员安置及善后赔偿

由事故善后组负责，按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对受伤害的员工及家属进行补偿和安

抚稳定工作。

7.5应急处置评估及总结

应急救援结束后，由事故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分析总结应急救援工作，提出改进应急

救援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突出表现人员予以奖励。

8. 应急保障

8.1通信与信息保障

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的联系方式保证能够随时取得联系，公司设置 24 小时值班电话

（0572-566232），应急指挥部人员手机必须保证 24 小时开机。通过有线电话、移动电话等

通信手段，保证各有关方面的通讯联系畅通。公司内危险化学品事故报警方式采用内部电

话和外部电话（包括固定电话、手机等）线路进行报警，由领导小组根据事态情况通过内

部电话或外部电话向公司内部发布事故消息，做出紧急疏散和撤离等警报。需要向社会和

周边发布警报时，由领导小组向政府以及周边单位发送警报消息；事态严重紧急时，通过

领导小组直接联系政府以及周边单位负责人，亲自向政府或负责人发布消息，提出要求组

织撤离疏散或者请求援助，随时保持电话联系。

综合办公室负责建立、维护事故应急救援各有关部门、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各级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通讯联系数据库，以满足在应急状态下，通讯和信息交流需要。

公司应急救援人员之间采用内部和外部电话（包括固定电话、手机等）线路进行联系，应

急救援小组的电话必须 24小时开机，禁止随意更换电话号码的行为。特殊情况下电话号码

发生变更，必须在变更之日起 24 小时内向信息中心报告，信息中心必须在 24 小时内向各

成员和部门发布变更通知。

公司外部及内部相关报警电话见附件 1。

8.2应急队伍保障

1）应急预案领导小组人员名单见附件 1

2）外部应急保障：安吉县公安消防大队等。



3）应急队伍：应急救援小组和志愿消防队。

8.3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应急设施（备）是实施应急预案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保证应急预案有效实施，平

时做好应急设施的保管工作，确保设施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一旦发生事故能立即投入使

用。

应急设施的配备应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和要求选配，主要考虑实用性、功能性、耐用

性、安全性以及客观条件。应急设施分为基本设施和专用设施两大类。

应急物资清单见附件 2。

8.4经费保障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对应急工作的日常费用做出预算，由董事长审定；财务部对应急专

项资金进行专项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保证专款专用。

8.5其他保障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和出现异常征兆的统一撤离危险区的指令信号，

在事发地点指定紧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保证参加应急工作人员的安全。本企业周

边分布的消防力量有安吉县消防中队，可以提供应急消防力量。

9. 应急预案管理

9.1应急预案培训

依据对从业人员能力的评估和周边人员素质的分析结果，确定以下内容：

（1）应急救援人员的培训，各救援队队员 100%参加培训。

（2）员工应急响应的培训，员工 100%参加培训。

（3）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知识的宣传，与周边村庄、单位联系实施。

开展的应急预案培训计划、方式和要求：

（1）工业安全卫生部每年制定下安全培训计划（包含应急预案培训计划），部门车间

依据计划制定本部门演练计划，按计划开展培训工作。

（2）应急演练前演练单位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工作。

（3）应急演练培训可采用多媒体影像、现场实训等方式开展，学时不少于 1 学时。

培训内容主要为：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响应程序、现场处置方案；掌握应急知识及器



材使用等。

9.2 应急预案演练

根据应急预案及现有资源的评估结果，开展应急演练的基本程序如下：

（1）演练准备：综合预案和专项预案演练准备工作由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布置，各救

援队具体准备，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协调各救援队之间相互配合事项，必要时请政府

安监、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指导与协助。现场处置方案演练由各部门、车间负责。

（2）演练范围与频次：公司综合预案或专项预案演练频次不少于每年 1 次，现场处置

方案演练不少于半年 1次。

（3）演练方式：各类预案适用演练方式如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表 9-1 应急预案演练方式适用性一览表
演练方式 综合预案 专项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桌面演练

单项演练 √ × ×
多项演练 √ √ ×
全面演练 √ √ √

功能演练

单项演练 √ × ×
多项演练 √ √ ×
全面演练 √ √ √

综合演练

单项演练 √ × ×
多项演练 √ √ ×
全面演练 √ √ √

（4）演练总结：演练结束后根据演练情况进行点评分析和总结。

9.3应急预案修订

预案发布后，预案责任单位（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定期或适时进行修订完

善。以下情况要求对预案进行修订：

1）各类应急预案至少每三年修订一次，预案修订情况应有记录并归档。

2）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应急资源发生

重大变化的，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4）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重大危险源的；

5）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6）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要求修

订的；



7）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预案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单位和各关联单位通报应急预案的修订情况，及时更新应急

预案，并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9.4应急预案备案

应急预案编制或者修订完毕，应当向湖州市安吉县安监局备案。

9.5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附 1.应急组织机构、通信方式、应急队伍保障

附 1.1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名单及通讯方式

附表 1-1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备注

1 陈怡全 董事长 总指挥

2 总经理 副总指挥

3 陈敬忠 副总经理 13757105852 0572-5662108 现场指挥

4 陈泯天 生产部负责人 15857292375 0572-5662311

5 夏永胜
工业安全卫生部负责

人
13819240618 0572-5662307

6 陈维祥 财务部负责人 13606500672 0572-5662201

7 张月成 行销部负责人 13588313137 0572-5662278

8 李明 研发部负责人 13989864971 0572-5662306

9 丁智勇 品保负责人 15105821026 0572-5662305

10 潘盛平 仓管负责人 13758211275 0572-5662325

11 宣彩虹 采购负责人 13958011765 0572-5662293

12 尹石芳 人资负责人 15958161680 0572-5662290

13 韩拥亮 资讯负责人 18868809470 0572-5662292

14 谢三园 工务负责人 13375728102 0572-5662312

附 1.2 外部救援联系方式及政府部门联络方式

附表 1-2 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外部救援单位 联络电话

1 火警 119

2 急救 120

3 报警 110

4 气象 12121

附表 1-3 相邻企业联系电话

方向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东面 污水处理厂



西面 安吉亚丽丝纺织有限公司

北面 安吉巨水电镀有限公司

附表 1-5 政府有关部门联络电话

序号 单位 电话

1 天子湖镇安监办 0572-5816305

2 安吉县安监局 0572-5223823

3 安吉县环保局 0572-5237709

4 湖州市安监局 0572-2661065

5 安吉县消防大队 119

6 湖州市公安局 110

附 1.3 应急救援队伍名单

附表 1-6 工程抢修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潘盛平 仓管主管 13758211275 0572-5662325

2 宣彩虹 采购主管 13958011765 0572-5662293

3 谢三园 工务主管 13375728102 0572-5662312

4 殷郁杰 工务员工 15088303448 0572-5662312

5 谢晓蔚 仓管员工 13758263010 0572-5662325

6 胡英 采购员工 13735125715 0572-5662293

附表 1-7 医疗救护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陈维祥 财务主管 13606500672 0572-5662201

2 黎凤菊 财务员工 15968289396 0572-5662201

附表 1-8 通讯联络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韩拥亮 资讯主管 18868809470 0572-5662292

2 尹石芳 人事主管 15958161680 0572-5662290

附表 1-9 生产调度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陈泯天 生产主管 15857292375
0572-5662307

2 夏永胜 工安卫主管 13819240618



附表 1-10 物资供应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潘理平 行销主管 13819108619 0572-5662282

2 张月成 企划主管 13588313137 0572-5662278

3 程琳超 企划员工 18857254877 0572-5662270

附表 1-11 应急救援小组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李建辉 生产部副主管 136267215747 0572-5662311

2 高祥兵 生产部员工 13757073151

/

3 夏中新 生产部员工 13095850603

4 李耀东 生产部员工 18258211892

5

6

7

8

9

10

附表 1-12 环境监测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李明 研发主管 13989864971
/

2 丁智勇 品保主管 15105821026

附表 1-13 治安保卫小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1 姜成成 安管员 13758724997

/2 徐涛 门卫 13625724735

3 朱小根 门卫 13157212286

附 2应急物资

附表 2-1 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名称 数量 主要用途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 呼吸防护

长管式防毒面具 4 呼吸防护

过滤式防毒面具 8 呼吸防护



化学防护服 2 全身防护

电动送风机 1 急救

急救药箱 1 急救

灭火器 280 灭火

消火栓（水带、水枪、板手等） 50 灭火

应急救援车 3 交通

防毒面具 5 自救防毒

应急发电机 1 应急供电

应急灯 3 急救

泡沫枪 2支 消防

泡沫灭火系统 一套 油罐灭火

清水冷却系统 一套 油罐灭火

干粉灭火器 110 灭火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4台 灭火

烟感 1套 感应烟浓度

消防报警系统 1套 报警

抽水泵 1 抢修

防爆工具 一批 维修抢修



附 3.规范化格式文本

信息接收必须含有如下信息要素：事故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现场状态。

格式如下：

附表 3-1 应急预案信息接收范本

事故类型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现场信息

现场状态

信息处理主要包括：接收信息情况、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

预案、调配现有应急资源、根据现场情况准备相应的后续计划等。

附表 3-2 应急预案信息处理范本

接收信息情况

启动应急预案

等级及名称

发布人

现场应急资源情况

后续计划



根据现场的处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上报。需要上报时，确定需要上报的信息。

附表 3-3 应急信息上报范本

企业基本信息

事故基本信息

已经进行应急

处置措施

现场情况

可能产生的危害

后续准备



附 4.危险目标分布及应急疏散图

附表 4-1 危险目标分布及应急疏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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