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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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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生命安全和减少财产的损失，根据《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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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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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基本情况

1.1公司概况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地处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芳烃基地，位于辽

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6号，分为一期和二期两个厂区。

一期有年生产3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泵送剂改建项目及年产5000吨热塑性聚

酯弹性体生产线，年产 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中间体生产线；二期

有年产 10000m3SCR脱硝催化剂生产线、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

搬迁项目、年产 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线。

目前公司各种产品产量：热塑性聚酯弹性体 7000t/a、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

减水剂 10万 t/a、高性能混凝土用泵送剂 3万 t/a、SCR脱硝催化剂 10000m3/a、

硅片切割液 1.5万 t/a。

公司现有从业人员 425人，其中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 45名，从事生产的工人

380余名。实行四班三运转制，每年工作日为 300天。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6月编制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并在辽阳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进行备案（备案编号 2100042016046），

作为本公司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关于印发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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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求：企业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

顾性评估，因此公司于 2019 年 3 月组织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修订工作小组，对公司

于 2016 年 6 月编制完成的应急预案开展补充和修订工作。

近三年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生如下变化：

1）公司一期厂区原有三个环氧乙烷储罐，因一期东侧为本辽高速公路，距离

公路较近，为降低环氧乙烷储罐对本辽高速公路风险，环氧乙烷储罐搬迁至二期

厂区，目前辽化正在规划建设一条输送管道，管道投入使用前环氧乙烷采用汽车

运输，运输负责单位是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二期厂区空置厂区新增老厂搬迁项目，主要生产硅片切割液和苯醚系列产

品；

3）因本公司不再生产苯醚系列产品，所以本公司不再使用液氨，减少液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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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

4）二期锅炉房导热油炉改用天然气作为燃料，锅炉房新增天然气调压站一

座，锅炉房到厂外市政燃气管道新增一条 40米 D159的天然气管道；

5）距离公司最近的石场裕村目前已基本完成动迁，剩余人口小于 20人。

1.2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敏感点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辽阳市宏伟区辽阳重要芳烃及化纤原料

基地精细化工产业园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23°14′40″，北纬 41°12′1″。厂区地理

位置图见图 1.1。

厂区东临本辽高速的辅路，南侧为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西侧为辽阳

市宏伟区合成催化剂厂、兴家化工厂、辽化市政公司，北侧为会福化工生产基地。

厂区周边环境状况见图 1.2。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辽阳市芳烃工业园区，厂区周边总人口

在 5万人以上，公司周边最近的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详见表 1.1，厂区周边环境敏感

目标图见图 1.3。

图 1.1 厂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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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厂区周边环境状况图

图 1.3 厂区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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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

目标

敏感点

类别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方位

距离厂界最近距离

（km）
人口

大气

环境

居民区

1 峨眉村 NNE 2.8 4000

2 前进村 NE 1.1 300

3
石厂峪村（已搬

迁）
WSW 0.8 20

4 辽化生活区 W 3.5 100000

5 小打白狐 WNW 4.3 1600

6 崔家 NNW 3.6 1000

7 大打白狐 NW 3.5 1600

8 南八家子 NNE 1.7 1400

9 西八家子 N 2.5 1050

10 杨家 NNE 4.5 1800

11 西沙坨子 N 4.6 560

12 孤榆树 NNE 3.4 1020

13 丁庄子 N 3.3 450

14 前沙陀子 NNE 4.6 360

15 孙家沟 ENE 4.4 150

16 黄家崴子 ESE 2.8 320

17 东养鱼池村 SE 2.9 450

18 袁家堡子 SSE 3.6 1000

19 陈家东沟 SSE 4.3 1100

20 下旭嘉村 SSE 3.9 840

21 中旭嘉村 SSE 3.8 950

22 孟家房村 SSW 3.5 750

23 皖家沟 SSW 3.2 160

24 石洞沟 E 1.0 20

学校

25 辽化高中 WNW 4.4 2300

26 职业高中 WSW 3.7 950

27 一中 W 4.2 1000

28 二中 WNW 3.9 1200

29 三中 WSW 3.0 350

30 五中 WNW 4.3 1350

31 一小 WSW 3.7 460

32 二小 WSW 3.5 850

33 三小 W 4.4 780

34 四小 WNW 4.0 1170

35 五小 WNW 4.0 1740

36 辽阳工业大学 WNW 5.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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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目标

敏感点

类别
序号 敏感点名称 方位

距离厂界最近距离

（km）
人口

医院
37 辽化医院 WSW 4.1 -

38 峨眉疗养院 NNE 3.2 -

景区
39 龙石风景区 WSW 3.6 -

40 辽阳动物园 SSW 2.2 -

水环境 新开河 NW 2.9 -

其他 - 41 本辽高速公路 SE 0.085 -

1.3公司平面布置情况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总面积 187亩，分为一期和二期两个厂

区。

一期有年生产 3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泵送剂改建项目、年产 5000吨热塑性聚

酯弹性体生产线和年产 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中间体生产线；二期

有年产 10000m3SCR脱硝催化剂生产线、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

搬迁项目和年产 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线。

厂区总平面布置图见图 1.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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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一期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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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二期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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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则

2.1编制目的

本应急预案编制的目的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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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为依

据，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规范我公司厂区生产线各类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以提高应急反应和救援水平，做好企业于政府的

应急救援衔接，将污染事故对现场工作人员、企业财产和周围环境造成的损失降

至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厂全体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及项目周边地区的生

态环境安全，特编制本预案。

2.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01月 0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正版）（2016.11修

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12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

（10）《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4月 26日国家环保部第 34
号令）；

（1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年 4月 18日国家环保部第 17
号令）；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2015 年 7月 1 日起

施行）；

（13）《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环发[2015]4
号）；

http://law.lawtime.cn/d525992531086.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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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20号）；

（15）《辽宁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09年 7月 31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6）《辽宁省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辽环发

〔2013〕53号）；

（17）《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18）《辽宁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2月 20日）；

（19）《辽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辽阳市宏伟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2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发[2014]34号令)；
（2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24）《关于检查化工石化等新建项目环境风险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办[2006]4号文）；

（25）《关于加强石油化工类企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

（辽市环发[2012]131号）；

（26）《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2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2.3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期、二期厂区及危险化学

品汽车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危化品泄漏、火灾爆炸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环境污染事

件，本预案规定了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响应、

救援、监测等内容。

2.4事件分级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中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按照事

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

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等级，本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等级适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较大（Ⅲ级）和一

般（Ⅳ级）两级。

按照突发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对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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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与《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中的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相对应）、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与《国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中的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相对应）、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

1）环氧乙烷储罐、环氧乙烷计量罐、环氧乙烷运输车、甲醇发生大量泄漏，

造成厂区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区域大气污染，需要撤离敏感区域保护人群；

2）危化品遇明火发生火灾，初期没有得到控制，火势发展迅速，造成厂区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区域大气污染或消防废水进入自然水体；

3）因环境事件导致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中毒或重

伤。

（2）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

1）反应釜或其他生产装置、管道开裂引起泄漏事故，对厂区周边大气环境

造成污染，需要对周边敏感目标人群发出预警信息；

2）初期火灾没得到控制，造成火势发展较快，但无爆炸发生的可能，且事

故区域人员均已安全撤离；

3）因环境事件导致 3人以下中毒或受伤。

（3）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Ⅲ级）

1）液态储罐或其他生产设备出现渗漏、滴漏，可能对生产区域部分位置污

染，事故影响不超过厂区；

2）初期火灾可以得到控制，造成燃烧的物资均撤离，火势无发展的可能。

2.5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维

护公众健康和人身安全作为环境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程度地减少突

发环境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施

和手段，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和人身安全；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加强环境危险源的监控，建立环境风险防范体

系和信息报告体系，从源头控制环境事件的发生。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

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在其职责范

围内，分工负责，明确责任，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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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自救，属地管理。各级管理部门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实施应急

救援。实行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制，把事故控制在有限范

围内，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故。加强管理、提高素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有关管理制度，加强应急管理，使应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

化。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宣传、培训教育和演练工作，提高广大员工自救、互救

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5）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实行科学

民主决策。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施和手段。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

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2.6应急预案关系说明

图 2.1 应急预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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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机构和职责

3.1组织机构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组建了“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在总指挥

的领导下，分为通讯联络组、医疗救护组、抢险救援组、后勤保障组、警戒疏散

组、环境监测组、善后处理组七个救援小组，统一领导公司的环境应急救援工作，

具体组织机构图 3.1。

图 3.1 应急救援体系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3

指挥机构：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 指 挥：姜艳

副总指挥：许乐伟、金凤龙、周全凯、王笑衡、黄圣意、

韩旭、陈飞龙、蒲云军

厂区发生较大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在厂办公室设立应急指挥部，各应急

小组在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应急工作，总指挥负责救援工作安排，当总指挥

不在时，由副总指挥及成员按先后顺序为临时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援工作，

总指挥、副总指挥为应急救援体系的主要责任人，各小组组长为各组具体应急工

作的主要责任人。

公司应急救援通讯录见附件 12.1。

3.2组织机构职责

3.2.1 应急指挥部职责

3.2.2.1 指挥部职责

（1）发生事故时，由指挥部总指挥发出或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与救援信号；

（2）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和向友邻单位通报事故情况，警示友邻单位采取必要的防

范措施，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示，接收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和调动；

（4）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经验教训；

（5）负责本单位预案的制定、修订；

（6）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的配置和经费的使用管理工作；

（7）检查督促做好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3.2.2.2 指挥成员职责

（1）总指挥：姜艳

1）批准应急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2）负责组织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决策救援方案；

3）组织指挥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

4）需扩大应急时，负责请求上级支援。

（2）副总指挥：许乐伟、金凤龙、周全凯、王笑衡、黄圣意、

韩旭、陈飞龙、蒲云军

1）协助总指挥工作；

2）担任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指挥或负责具体指挥调度各保障小组参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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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急救援行动。

3）组织事故调查、取证等项具体工作。

4）在总指挥不在抢险救援现场时，担任总指挥，履行总指挥的职责。

3.2.2 应急办公室职责

主 任：蔡曼丽

成 员：贝丽娜、刘会军、王柏年、杨培、

侯宪超、张丽芬、秦立翠

（1）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2）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评估、完善、备案等

工作，编制应急预案培训、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接报事故，传达领导指示，跟踪事故发展动态，收集、处理、汇

总事故现场相关信息，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送事故动态信息；

（4）负责事故调查分析，查明责任，确定防范措施对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

协助上级事故调查组做好重大事故的调查取证工作。

（5）负责收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意见，并形成应急救援方案供应急指

挥部参考；

（6）负责公司急救援设备、设施、物资的配置和应急救援器材、装备的日

常综合管理；

（7）负责建立应急处置专家组及日常协调、管理及更新工作；

（8）负责与当地环保局等单位、组织的日常联系；

（9）完成应急救援总结审核和归档工作；

（10）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它工作。

3.2.3 应急救援专家组职责

由应急办公室王柏年进行联络，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建议，参与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救援方案论证和救援方案制定；科学地指挥抢险救援队伍，采取最安全、

最佳的抢险救援方法进行抢险救援行动，并随时观察事件发展动向，防止恶性事

故在抢险救援过程中发生等等。

3.2.4 应急救援专业组织的组成及分工

公司的全体人员在事故发生后都负有应急救援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时要迅速地组织实施救援及事故发生后处置现场等项工作，并确保在救

援全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减少事故损失及不再扩大事故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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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通讯联络组

组 长：贝丽娜

成 员：蔡明学、赵彩虹、李晶

主要任务：

1）负责应急救援体系通讯系统的设置、日常管理和事故现场的通讯联络任

务；保证应急信息联络畅通；

2）负责收集、联系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及时报告给应急指挥部并

做好记录，该工作由蔡明学具体负责；

3）负责告知企业周边单位（企业）的事故概况，提出预防措施，该工作由

赵彩虹具体负责；

4）负责向周边群众发布事故预警，通知群众疏散路线，该工作由李晶具体

负责；

5）负责接待新闻记者，及时向上级或有关部门汇报、通报应急情况，做好

灾后处理等信息的发布，该工作由贝丽娜具体负责；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2.4.2 医疗救护组

组 长：刘会军

成 员：夏纪占、王晓鸥、陈石、白纯烈、张鸣

主要任务：

（1）负责急救药品、抢救器械的应急储备，负责对伤害人员的现场初期应

急救治；

（2）负责与当地急救中心、医疗机构的业务联系，将需外医人员就近转送

至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3）负责参与应急救援行动人员的卫生防护指导。

3.2.4.3 抢险救援组

组 长：王柏年

成 员：李晓东、韩道明、康平介、孙立山、张俊宇、姜妍

下设机构：五个行动小组，负责车间的救援任务，具体见表 2

主要任务：

1）各行动小组负责所在风险单元的应急救援，其他小组待命，随时准备支

援；

2）对泄漏部位及需要抢修部位的设备、管道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进行

切断、脱离、封堵、设障、断电、供水、安全照明等有效的抢险抢修措施；

3）结合现场地形、地物及专家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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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方案的实施，采取最佳抢险救援措施，避免事故损失与伤亡进一步扩大；

4）负责对事故现场受伤和受困人员实施救援；

5）随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信息；

6）负责组织核实应急状态解除的条件，并向指挥部报告；

7）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表 2 应急救援行动小组名录

序号 行动组别 组长 成员 负责车间

1 行动一组 周彬 徐静、汤蛟龙、郭强 一期厂区一、二、三

车间2 行动二组 李玉杰 马金库、曹双、白加胜

3 行动三组 陶丽 夏纪占、饶红艳、郭英林 SCR 车间

4 行动四组 鲍影 夏庆发、孙宝国、周贺 二期厂区一、二、三

车间5 行动五组 杨培 刘杰、于海霞、周丹

3.2.4.4 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岩

成 员：王英琪、高誉芷、何红宇

主要任务：

（1）负责应急器材、设施、装备、物质的采购、储备及供应；

（2）负责调用受灾人员、疏散人员转移及应急物资供应所需的运输车辆；

（3）负责急救药品、抢救器械的应急储备；

（4）负责厂区治安保卫、交通管理工作，引导消防、救护车辆按规定路线

进入事故现场进行救护；

（5）负责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事故现场保护工作，保护撤离疏散区的公共

财产安全；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3.2.4.5 警戒疏散组

组 长：侯宪超

成 员：刘柱、赵鹏、高宏军、鲍影、张晓月

主要任务：

（1）按照确定的疏散、撤离的方式、范围和路线，负责对事故现场周围可

能危及人员安全区域内的人群实施紧急疏散、撤离及疏散区人员清查；

（2）负责事故现场隔离区的划定和安全警戒，设置警戒线和标识别；

（3）负责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联系相关的监测单位，并协助监测单位工

作，提供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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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3.2.4.6 环境监测组

组 长：张丽芬

成 员：寇玉娥、王婷婷、吴妍

主要任务：

（1）负责事故现场的监测、分析工作；

（2）在应急响应行动中，配合抢险救援组，按现场指挥的要求，对污染场

所进行跟踪监测，防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撒；

（3）及时对受危害环境区域进行监测，提供事故监测数据，确定污染区域

范围，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

（4）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确定有效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

（5）监督检查应急响应行动中环保处理措施的落实和保障；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3.2.4.7 善后处理组

组 长：秦立翠

成 员：齐建国、李伯辰、王景辉

主要任务：

（1）负责受损后的保险理赔工作；

（2）负责工伤、意外伤害、财产保险的理赔业务；

（3）负责受灾人员、转移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及伤亡（失踪）人员家属

的安抚工作；

（4）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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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危险源分析与预测

4.1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本公司目前一期和二期共有热塑性聚酯弹性体、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

中间体聚醚类产品、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SCR脱硝催化剂、高性能混

凝土用泵送剂、硅片切割液共 6个产品类别。主要原料贮存单元、生产单元危险物

品储存量均超过临界量，属于重大风险源。

公司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环境风险物质包括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甲醇、苯

酚、丙烯酸等生产原料，锅炉房采用管道天然气作为燃料，厂区内天然气存量很小，

风险性很小，本次不单独进行评价。

本公司涉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 A 中的

主要环境风险物质情况见表 4.1。

表 4.1 厂区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情况

序号 位置 名称 CAS号 规格 包装方式
最大存量

（t）

临界量

（t）
物质性质

1

一期

环氧乙烷 75-21-8 10m3/20m3 计量罐 71.514 7.5 有毒气体

2 冰醋酸 64-19-7 200L 塑料桶 0.2 10 有毒液体

3 氢氧化钠 1310-73-2 25kg 袋装 11 -- --

4 氢氧化钾 1310-58-3 25kg 袋装 0.4 -- --

5 液碱（30%） -- 50m3 储罐 54 -- --

6

二期

环氧乙烷 75-21-8
150m3 储罐 234.9 7.5 有毒气体

10m3 计量罐 40.68 7.5 有毒气体

7 甲醇 67-56-1 200L 塑料桶包装 3 10 易燃液体

8 环氧丙烷 75-56-9
50m3

储罐 41.5 10 有毒液体

10m3
计量罐 22.91 10 有毒液体

9 苯酚 108-95-2 200L 镀锌桶 78 5 有毒固体

10
稀氨水

（20%）
-- 200L 塑料桶 0.9 -- --

11 二乙二醇 111-46-6 150m3
不锈钢储罐 73 -- --

12 丙烯醇 107-18-6 200L 闭口镀锌桶 5 -- --

13

危险废

物

聚乙二醇、

丙烯醇
-- 200L 塑料桶 1.5 -- --

14 精馏釜残 -- 200L 塑料桶 1 -- --

15 分析废液 -- 200L 塑料桶 1 -- --

16 吸附残渣 -- 200L 塑料桶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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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废矿物油 -- 200L 塑料桶 1 -- --

18 废包装材料 -- -- -- 0.6 -- --

根据国家标准 GB18218-20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有关“重大危险

源的辨识依据是物质的危险特性及其数量”的规定，本公司所使用的环氧乙烷及环

氧丙烷、苯酚其储量均超过临界值，属于重大危险源。

4.2工艺流程

本公司目前一期和二期共有热塑性聚酯弹性体、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

中间体聚醚类产品、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SCR脱硝催化剂、高性能混

凝土用泵送剂、硅片切割液共 6个产品类别；项目目前使用的主要原料环氧乙烷由

自有车队采用汽运方式，运输路线从辽化到本公司。

本公司具体生产工艺及运输路线见《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4.3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4.3.1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

结合评估指南 6.2.2节中所列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本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的最坏情景详见表 4.2。
表 4.2 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序号 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事件引发或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最坏情形

1 危化品泄漏

本公司主要风险源集中在原料储存区及生产装置区，主要危

险物质为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学品；同时，本公司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吸收液、过滤釜残等属于危险废物，暂

存于厂区的危废暂存间；另外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

废水也有发生泄漏的可能，以上风险物质一旦发生泄漏，将

可能对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造成污染，并容易引

起火灾、爆炸事故，进而引起次生灾害。

2
火灾、爆炸事故引发环

境污染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危化品多属于易燃易爆物质，遇到

明火或者静电极有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引发此生灾害

3
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失

灵或非正常操作

若公司的环境防控设施失灵，不能有效预防或控制污染扩

散，可能会导致事故无法及时得到控制，扩大事故影响范围

4
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

运行

若公司的污染治理设施发生故障，非正常运行，可能导致企

业的污染物超标排放，对大气环境或下游污水处理厂会造成

一定不良影响

5 企业违法排污 公司目前年产危险废物约2吨，若不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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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其非法掩埋或倾倒，极易造成水体或土壤污染。

根据主要生产装置与储存系统危险性识别结果并结合物质危险性识别，通过重

大危险源辨识，确定本公司最大可信事故为环氧乙烷储罐发生泄漏，引发物料泄漏

的部位及事故发生主要原因有：

⑴环氧乙烷储罐或计量罐破裂泄漏造成火灾爆炸；

⑵环氧乙烷罐区或计量罐区管线、法兰泄漏；

⑶装置区中间罐或塔泄漏；

⑷装置区管线、法兰、阀门、泵类损坏泄漏；

⑸液碱储罐法兰、阀门断裂造成液碱泄漏。

4.3.2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后果分析

根据以上风险识别和事故分析，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最大可信事故

为环氧乙烷储罐发生泄漏，考虑最不利条件，以 1个 150m3环氧乙烷储罐发生泄

漏作为最大可信事故的预测源项进行分析；同时，对厂区涉及的其他风险物质进

行定性分析。

根据预测，一旦环氧乙烷泄漏，有毒有害气体扩散，半致死浓度最大影响范

围为 68m，造成 IDLH 浓度的最大影响范围为 88m，造成MAC浓度最大影响

范围为 1135m。影响范围主要是园区内。半致死浓度范围内无居民居住。厂区

内员工应做好防护工作，并进行疏散；环氧乙烷计量罐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其产

生的伴生/次生污染物有毒物质 CO 未出现半致死浓度（LC50）最大影响半径为

45m，伤 害浓度（IDLH）最大影响半径为 54.7m，（PC-STEL）浓度的最大影

响范围半径为 688m。影响范围主要在厂区和园区内。

根据实际预测结果，一旦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扩散事故，应立即判定当时

风向、风速，20min内必须采取电话、口头通知等方式通知下风向 50m范围内的

企事业单位进行撤离，30min内通知下风向 2500m范围内的居民区或企事业单位

进行撤离。

本公司各类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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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各类情景可能产生的后果分析

序号
突发环境

事件类型
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风险受体的影响程度及范围

预估突发环

境事件级别

1
火灾、爆炸

事故

1、火灾事故次生的 CO排放会对周围环境空气造成严重

影响。

2、火灾爆炸事故衍生的消防尾水中含有大量的危险化学

品，如不对废水进行有效收集，消防尾水将经市政管网或

者厂区内排水管网排入地表水体，必将对地表水质及沿

途地下水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Ⅰ~Ⅱ级

2 危险化学

品泄漏

危险化学品泄漏后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拦挡收集，可

视程度进行回用或处置。
Ⅱ-Ⅲ级

3 各种自然

灾害事件

本地区最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为旱灾、水灾、风雹灾，发

生风雹灾时会使室外设备破损，发生化学品溢出事故；发生

水灾时可能导致厂区化学品被冲出厂外，污染外部环境。

Ⅱ-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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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情况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为一期和二期两个厂区，一期有年生产 3万

吨高性能混凝土用泵送剂改建项目及年产 5000吨热塑性聚酯弹性体生产线，年产

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中间体生产线；二期有年产 10000m3SCR脱

硝催化剂生产线、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搬迁项目、年产 10万吨

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线。

厂内主要危险物质为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甲醇、丙烯酸等，本次调查和评估

将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按厂区划分为两个风险单元。

5.1 一期厂区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情况

（1）厂区三级风险防范措施

一期厂区三个项目投产后的最大可信事故为环氧乙烷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因生

产调整本公司生产过程不再使用液氨，故厂区不再存在液氨泄漏燃爆风险，为防止

发生事故时的消防水污染水体，避免水污染事件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一期厂

区按要求设置三级水污染防控体系。

1）一级防控

一期厂区内的一级防控措施主要利用生产装置围堰、罐区防火堤、污水排放系

统，主要防控初期雨水、消防污水及物料泄漏。

2）二级防控

本公司一期厂区建有 2座 500m3的事故池，作为厂区的二级防控措施。

根据本次《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分析，

一期厂区发生环氧乙烷泄漏最大泄漏物料不超过 50m3，引发火灾爆炸的最大消防

废水量为 540m
3
，事故期间受污染雨水量最大产生量 164m

3
，假定发生火灾事故时生

产装置正常生产，则发生火灾并持续的时间内一期厂区产生的总废水量为 29m3，因

此事故废水最大量为 783m
3
，厂内事故水池完全满足救援要求。

3）三级防控

一期厂区的三级防控措施主要依据厂内地势、厂区围护结构及雨排水管网进行

控制。

厂区排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制，厂内雨水管道排入辽阳芳烃基地雨水管

网；一旦发生事故时，及时关闭雨排口、污水总排口的阀门，打开雨排口、污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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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口连接事故水池管线的阀门，将事故污水引入事故池存储。待恢复正常生产后，

将存储的事故污水槽车运至宏伟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当发生事故时，为防止特殊情况下消防水等水污染物通过雨排系统进入市政下

水污染其他周围环境，厂区雨排口设置观察井，在雨排口设置雨水观察井及切换阀

门，由于雨水观察井比事故池在高差上高 1.5～2m，同时二者之间修建连通管道，

因此利用雨水观察井不仅可以随时监控雨排口外排雨水的状态，而且可以将事故时

产生的污染雨水利用高差及重力差通过管道引入事故池，防控事故时的污染雨水和

溢流至雨水系统的污水进入市政管网。

厂区三级风险防控措施示意图见图 3.1。

图 3.1 厂区三级防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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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风险防范措施

1）厂区采用一套先进的 DCS 系统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采用一套 EDS 系统对

整个装置进行安全联锁及控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集中报警系统。在装置控制

室内设通用型区域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一台，装置内主要出入口设置手动报警按

钮。装置控制室等与消防有关并经常有人值班的场所设 119 火灾报警外线电话。

2）在有可燃气体泄漏的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检测器，可燃气体浓度检测器

的检测信号送至控制室的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盘上，可燃气体报警器与设备运行控制

系统联锁，设置温度、压力异常情况下的紧急报警停车等控制，并将检测结果及报

警信号传送至中央控制室。

3）压力容器和压力系统设置了安全阀卸压保护设施，防止因设备破裂引起物

料泄漏而发生火灾或爆炸危险。进出储罐的管道处设计双阀门防泄漏，减少了爆炸

混合气体聚集的几率。

4）环氧乙烷计量罐区阀门、接头等处应设水喷淋吸收装置，并设环氧乙烷浓

度自动检测装置，一旦环氧乙烷浓度到一定程度，自动启动水喷淋系统，使环氧乙

烷溶于水达到安全浓度；在罐区围堤内应设导流沟，将发生事故产生的含环氧乙烷

水导入事故池，并保障供水量大于环氧乙烷泄漏量的 24 倍。

5）环氧乙烷计量罐采用氮封系统，可以防止可燃气体的泄漏。

6）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厂区内按要求设置危废暂存间一座，地面做防

渗处理，并分类设置围堰，粘贴危废标识，废吸收液送危废暂存间暂存，送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理。

5.2 二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厂区三级风险防范措施

二期厂区项目运营过程中最大可信事故同样是环氧乙烷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二期厂区的风险防范措施设置与一期基本相同。

1）一级防控

二期厂区内的一级防控措施主要利用生产装置围堰、罐区防火堤、污水排放系

统，主要防控初期雨水、消防污水及物料泄漏。

2）二级防控

二期厂区的二级防控措施主要依托二期的事故水池，总容积 1836m3，完全满足

事故救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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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级防控

二期厂区的三级防控措施主要依据厂内地势、厂区围护结构、砂袋等救援物资

及雨排水管网进行控制。事故结束后将存储的事故污水槽车运至宏伟区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

（2）其它风险防范措施

1）二期厂区内设置微型消防站一座，备用常用的化工应急消防物资，用于厂

内的事故预防和救援。

2）厂区设置自动监控报警装置，在装置控制室内设通用型区域火灾自动报警

控制器一台，装置内主要出入口设置手动报警按钮。装置控制室等与消防有关并经

常有人值班的场所设 119 火灾报警外线电话。

3）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统一暂存于一期厂区的危废暂存间。

4）环氧乙烷卸台设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及水喷淋系统，可以保证在环氧乙烷

卸车过程中如出现泄漏事故时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并及时作出处置。

5.3 危险化学品运输保障措施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料主要为环氧乙烷，全部来自中国石油辽阳

石化分公司烯烃厂，辽化公司目前正在铺设一条环氧乙烷输送管线，该管线的建设

及风险防范措施主体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阳石化分公司，同时负责管

线铺设的环评及日常管理工作。

由于输送管线现阶段未投入使用，目前，公司主要利用自有车队采用罐车运输

环氧乙烷，每天运输量为 67 吨／日，运输路线见图 3.2。

一般化学品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危险性，具有易燃易爆、腐蚀、氧化等特性,容

易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引起燃烧、爆炸、中毒等灾难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对

运输沿线的居民、动植物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极大危害。

本公司环氧乙烷运输过程的安全措施如下：

1）装载化学危险物品的车辆必须是专用车或经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符合安全规

定的运载工具，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运输车辆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检修，防患于未

然，保持槽车和贮罐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保证接地正常。

2）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足够的押运人员；押运工作必须由工作责任心强，经过

省级化工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并领取押运证的人担任；危险化学品必须执行“技

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规定，并栓挂或粘贴在产品的包装上。

3）押运槽车需同车配有灭火器、铁锹、惰性材料、洗刷液、防爆泵、专用收

集器等应急设备。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6

4）运输车辆安装接地链，应尽量避免震荡产生静电。中途停留时应远离火种、

热源、高温区。

5）在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在采取应急处理的同时，迅速报告公安机

关和环保等有关部门，疏散群众，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并积极协助公安交通和消

防人员抢救伤者和物资，使损失降低到最小范围。

图 3.2 环氧乙烷输送路线图

5.4 与宏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对接和联动

辽阳市宏伟区因为有中国石化辽阳分公司，已经具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本企

业所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取得管理部门的认同与宏伟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对接和联动。事故发生后，本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并向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及时通过拨打环保热线或环保局办

公室电话，直接报告宏伟区及辽阳市环保局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部。本公司负责

事故上报的人员为王柏年，电话 13188640098，宏伟区应急管理负责人为张莉莉，

电话 18741990898。

事故上报时同时应及时向 110、119、120 等有关联动部门通报。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7

6预防与预警

6.1危险源监控与监测

6.1.1 风险源识别

危险源监控是危险源管理工作的重点，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危

险物质为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甲醇、苯酚等。主要风险单元包括罐区、危废暂存

库、危险化学品库及各生产单元。

根据国家标准 GB18218-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有关“重大危险

源的辨识依据是物质的危险特性及其数量”的规定，本公司主要原料贮存单元、生

产单元危险物品储存量均超过临界量，属于重大风险源。

本公司厂区内危险源分布情况见图 6.1。

图 6.1 危险源分布情况示意图

6.1.2 风险源监控

遵循“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科隆化工对环境风险源的监控采用

人工监控和仪器监控两种方式进行，二者同时进行，互为补充。

6.1.2.1 人工监控

（1）科隆化工根据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环境因素识别制度，对识别出的重大

环境因素采用目标指标、作业指导书进行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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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隆化工建立环境风险识别制度，定期进行环境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对识

别出的环境风险源采取管理、工程的措施进行控制。

（3）科隆化工建立值班巡查制度，定时巡查系统运行情况及各风 险源状态，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详细记录各项指标，当出现的异常情况时，事故排查、应对措

施应详细进行记录。

6.1.2.2系统监控

（1）监控器 厂内配置摄像头监控，由专人负责维护、监视，能够全面监控厂内

环境情况，一旦发现突发环境事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

（2）报警器 罐区以及原料泵区有可燃气体泄漏的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检测

器，可燃气体浓度检测器的检测信号送至控制室的可燃气体浓度报 警盘上，可燃气

体报警器与设备运行控制系统联锁，设置温度、压力 异常情况下的紧急报警停车等

控制，并将检测结果及报警信号传送至 中央控制室。

（3）紧急停车保护装置对于事故或异常情况下设自动紧急停车保护装置，并发

出报警信号。

（4）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厂区内设污水在线监测系统，可对生产污水水质进行

实时监测。

6.1.3 预测信息

科隆化工对获悉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开展环境风险分析， 完善预测

预警系统。应急领导小组通过预报的信息分析、判断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紧急

程度及发展态势，做出相应的响应。应急领导小组可以通过不限于以下途径获取

预报信息：

（1）职工上报的预警信息；

（2）监控设备报警系统；

（3）日常管理出现的违规作业、小事故和设备故障；

（4）政府部门、上级等相关方告知应急领导小组的预警信息。

6.2应急准备措施

6.2.1 日常应急准备工作

（1）日常管理中确保各项环境风险应急措施处于良好状态，确保事故时发挥

效应。

（2）应急计划区 根据风险分析确定的最大可信事故影响范围，应急计划区

设置为周边居民。在应急计划区内宣传科隆化工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风险， 预防

和安全防范措施，开展疏散和撤离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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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案准备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修改、完善应急预案，

按照 预案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应急培训、演练，对员工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建设应

急信息系统平台、收集使用新应急技术。

6.2.2 应急启动准备

（1）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相应的事件级别启动应急预案；

（2）应急领导小组召开应急会议成立应急指挥部，制定初步应急行动方案；

（3）应急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召开救援现场会，准备展开救援行动；

（4）应急小组人员将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运送现场物资集结地；

（5）确认救援人员经过相应的培训并清点人数；

（6）检查应急物资和设备，穿戴好个人防护器具；

（7）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立即联络消防队、公司、环保局应急办等外部应

急救援单位。

6.3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措施

根据厂区危险源及危险因素分析，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排查与整治：

（1）环境保护防护设施隐患排查和整治措施

定期检查环境风险防范设施等，确保防护设施处于可使用状态。

（2）作业过程安全管理措施

工作人员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过程必须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进

行，生产过程做好运营台账记录。

（3） 安全防范设施隐患排查和整治措施

定期检查厂区的消防设施、配电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等，确保现场无安全生

产隐患。

6.4预警分级指标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将预警分为相对应的三个不同等级：

（1）Ⅲ级预警（蓝色预警）

Ⅲ级预警为已发生或可能发生局部危化品泄漏或小范围起火，会对车间或装置

区正常作业造成影响。

（2）Ⅱ级预警（黄色预警）

Ⅱ级预警为设备、设施发生故障引起泄漏、火灾或无法正常处置，会导致厂区

无法正产生产，对厂区周边造成环境污染。

（3）Ⅰ级预警（橙色预警）

Ⅰ级预警为设备、设施发生严重故障并可能发生大面积泄漏或火灾爆炸，会对

周边企业、居民产生影响严重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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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预警发布与解除

6.5.1预警发布条件

（1）设备、设施故障；

（2）管道、弯曲连接、阀门出现裂痕、破损，可能发生物料泄漏；

（3）报警装置报警；

（4）当接到当地政府或上级部门预警指令后，由应急领导小组发出预警。

6.5.2 预警发布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现场人员应及时上报所在应急小组的负责人，该负责人

根据事故级别逐级上报。有关人员按照预警级别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内容应当

包括预警原因、采取措施、防护措施及应急行动。

Ⅲ级（蓝色）预警由各行动小组组长以口头命令发布，发布范围在事件所在部

门，同时报公司应急指挥部并通知公司员工。

Ⅱ级（黄色）预警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发布，发布范围为全公司，先以口头、

电话、广播等形式发出，后以书面材料说明并报芳烃基地管委会和宏伟区环保局备

案，并向周边企业和群众发出预警信息。

Ⅰ级（橙色）预警由应急总指挥发布，发布范围为全公司、周边企业、居民等，

先以口头、电话、广播等形式发出，后以书面材料说明并报宏伟区环保局和辽阳市

环保局备案，并向周边企业和群众通报预警信息，做好疏散准备。

预警发布后，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

并重新发布，如需扩大应急，应立即与当地环保局联系发布相应级别预警。

预警发布流程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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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预警发布流程

6.5.3 预警解除

预警情况得到相应的控制后，及时核查现场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预警级别。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进行预警解除：

（1）现场得到控制，预警状况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隐患已完全消除，无继发可能。预警解除程序如

图 6.3。

公司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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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预警解除流程

6.6 预警响应措施

在确认进入预警状态之后，根据预警相应级别，应急领导小组按照相关程序可

采取以下预警措施：

（1）立即启动相应事件的应急预案；

（2）下达预警指令；

（3）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由通讯联络组向厂内员工、以及周边企业、

居民发布预警；

（4）各应急小组马上做好救援行动准备；

（5）遇非工作日时，通知值班人员，召集应急小组成员迅速返回各自岗位，做

好应急准备，并及时上报；

（6）根据预警准备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7）指令各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随时掌握并通报事态进展情况；

（8）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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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9）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10）预警情况得到相应控制后，及时核查现场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预警

级别或解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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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处置

7.1应急预案启动条件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将响应分为三级。具体启动条件如下：

（1）I 级响应启动条件 ：

当突发环境事件影响需公司内调集全部应急人员、资源应对或可能超出厂区

控制能力，需要调集社会救援力量时，由应急总指挥启动Ⅰ级应急响应，通报区

级和市级政府部门，当政府部门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时，企业应急总指挥移交指

挥权给政府人员，应急领导小组配合应急。

1）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学品发生严重泄漏，对厂外环境、周边居民

造成严重影响，或由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学品泄漏造成火灾、爆炸，产生

大量消防废水，对地表水体、土壤造成危害。

（2）Ⅱ级响应启动条件

当突发环境事件影响需公司内调集全部应急人员、资源应对时，并需要外部

救援力量准备应急，由应急总指挥或副总指挥启动Ⅱ级应急响应，通报区级政府

部门，当政府部门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时，应急总指挥移交指挥权给政府人员，

应急领导小组配合应急。

1）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学品发生较大泄漏或由于泄漏引发火灾，影

响厂区外环境；

2）环保设施发生较大故障，需进行大规模维修；

3）危险废物在转运途中泄漏，影响厂区外环境。

（3）Ⅲ级响应启动条件

当突发环境事件影响需公司内调集车间应急人员、资源应对或需要公司应急

救援机构支援，由车间行动小组启动Ⅲ级应急响应，通报公司应急指挥部，当应

急指挥部成员到位后，行动小组负责人移交指挥权给应急总指挥，行动小组配合

应急。

1）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学品发生少量泄漏，对厂区外环境影响较小。

7.2指挥与协调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设在公司会议室，一般环境事件由现场行动小组组长

指挥救援；发生较大环境事件时，应急总指挥指挥公司应急救援机构开展救援；

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时，应急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第一时间召集应急组织机构相

关人员研究对策，根据事故状况发布预警并启动应急预案。

总指挥坐镇现场，指导通讯保障组开展对外联络工作，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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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指挥，后勤支援组应该在第一时间调集应急物资及装备，确保救援工作顺利开

展；抢险救援组和医疗救护组开展现场抢险救援工作，警戒疏散组做好现场的疏

散警戒工作，如有需要的话通讯联络组联系监测单位及时进行应急监测。各小组

应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进展及现场状况，总指挥根据现场情况及时对应急方案

作出调整。

如需扩大应急，由总指挥发布命令，通讯联络组及时向属地环保局报告并向

周边民众发布信息；当上级领导赶赴现场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后，公司应急总指挥

立即向现场领导小组移交指挥权。

7.3信息报告

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明确信息报告时限和发布

程序、内容和方式，公司信息报告和通报具体情况如下：

7.3.1 内部报告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紧急联络电话 15809854030，负责人为安全

环部部长王柏年。

报送流程：报警人员 →值班员 →应急领导小组

紧急报送流程：报警人员 →应急领导小组（任何一位成员）

内部报告的内容包括：

（1）事件的级别和启动预案的预案级别；

（2）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装置名称；

（3）泄漏物名称、泄漏量；

（4）事故发生原因、已采取的处理方法及结果；

（5）造成的损失情况；

（6）人员情况，包括受伤和被困人员；

（7）其他与事故有关的情况。 科隆化工发生Ⅰ级突发环境事件后，在应急

领导小组的决定下应在 20 分钟内向政府应急部门、政府值班室、安监局、消防

大队报告。 应急领导小组立即组织进行现场调查，紧急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

7.3.2 对外信息报告与通报

科隆化工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采取“随接随报、即接即报”的八字方针。

向上级政府作信息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 报是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后，必须在 20 分钟之内迅速报告当地公安、卫生急救、消防、政

府应急部门以及周边相邻单位和居民。可以用电话或者直接报告形式向政府应急

办公室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

（1）环境事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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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时间、地点；

（3）污染源情况，包括主要污染物质和泄漏量；

（4）人员受害情况、受害面积及程度；

（5）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续报是随事态发展

或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

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发生的原 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

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必须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的

10 天内进行报送。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

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记录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损失、社会影

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明确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相关工作内容，列出有

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对外统一发布工作，由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通讯组负责根据应急领导小组的命令在事故状态下对周边企业、居民及

过往行人进行信息通报，并指导进行警戒隔离及防护工作。

7.4分级响应

7.4.1 分级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实行分级响应原则。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 可控性、严

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定义的不同级别（Ⅰ级、Ⅱ级、Ⅲ级）， 分别制定相应的三级

响应机制。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现场 的实际情况和发展事态，做出判

断，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

Ⅰ级响应：

（1）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Ⅰ级的应急预案；

（2）全体应急成员迅速到达现场；

（3）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4）通报全体公司人员和四邻单位、居民现场情况，做好疏散准备；

（5）火灾、爆炸情况立刻拨打 119 进行报警，熄灭或转移明火火源，转移易

燃易爆物品；

（6）立即停止生产，将泄漏物质引入应急事故池；

（7）及时通风排气，救护受伤中毒人员，必要时拨打 120；

（8）将现场情况及时准确的报告区级、市级政府应急部门；

（9）明确划出警戒隔离区，指定救援物资集散地和疏散路线，引导撤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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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全避难场所；

（10）根据事故类型，请求相应外部支援；

（11）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

动；

（12）根据污染泄漏情况，立即进行现场监测和跟踪监测，依据现场情况的变

化，调整监测方案。

Ⅱ级响应：

（1）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Ⅱ级的应急预案；

（2）全体应急成员迅速到达现场；

（3）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4）迅速展开现场应急处置和救助伤员，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泄漏；

（5）回收泄漏物质，将其无害化处理；

（6）明确划出警戒隔离区，指定救援物资集散地和疏散路线，引导撤离人员

到安全避难场所，向周边企业及民众做出预警；

（7）迅速展开现场应急处置和救助伤员；

（8）根据现场污染泄漏的情况，进行污染物质的现场监测和跟踪监测。

Ⅲ级响应：

（1）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Ⅲ级的应急预案；

（2）行动小组指挥事故车间行动小组开展救援，其他救援组准备待命；

（3）现场人员撤离，设立警戒线；

（4）迅速展开现场应急处置和救助伤员，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泄漏。

7.4.2响应程序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按下列程序进行应急响应：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发现人员应立即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会同尽

快实施有效的现场事故保护性处置措施和人员的安全撤离，降低事故危险程度。同

时，应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掌握事故情况和发展态势，迅速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根

据情况决定是否向火警部门紧急报警；

（2）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得到信息后，要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做出研判，决定

应急响应的级别；

（3）启动并实施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4）通知各应急小组进入指定地点；

（5）根据事件严重程度请求外部支援和向上级报告；

（6）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

终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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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遇险、受伤人员全部获救，事故得到控制，现场环境恢复，事故隐患消

除，应急状态解除；

（8）应急事故结束后，进行解除警戒，现场清理，并开展事故调查，将结果

上报应急部门，根据事故过程中的预案不足，进行预案修订。

7.4.3 应急指挥内容

环境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事故现场的主要内容包括：

（1）发生紧急事件，所有员工听从现场最高指挥者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有秩序的进行应急响应，要对事故现场应急行动提出原则要求；

（2）厂区内的所有物资、工具、车辆、材料均以突发事件为第一保证目标，

可授权现场最高指挥者随机调动，事后报告和补办手续；

（3）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以严防危险品扩散、保护现场人员安全、

减轻环境污染为主要原则，其次考虑尽可能减少经济损失；

（4）严格加强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划定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临时保护区，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6）以新闻发布形式向外界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发布有关抢险救援进

展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

（7）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7.5应急监测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监测委托辽联（辽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签有在线设备比对监测协议）负责，具体对接人员为林丽娟，联系电话

18640483692，发生紧急污染事故时，由环境监测组组长联系监测单位，监测

单位接警后携带大气、水质、噪声等必要的监测设施及时到达现场。

应急监测的开展主要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589-2010），现场监测的一般原则：

（1）现场监测的采样一般以事故发生地点及其附近为主，根据现场的具

体情况和污染水体的特性布点采样和确定采样频次；

发生大气污染事故需主要监测因子为环氧乙烷、甲醇、环氧丙烷、NMHC，
并根据事故情况适当增加或减少特征污染因子监测。监测点按照风向等气象条

件以厂区边界和周围保护目标为重点；

发生水污染事故，主要监测因子为 pH 值、COD、石油类，同时按照泄

漏的物料情况选择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监测点点位以厂区废水总排口为主；

（2）现场要采平行双样，一份供现场快速测定，一份供送回实验室测定；

如有需要，同时采集污染地点的底质样品。

（3）监测人员进入现场要做好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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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方案见表 7.1。
表 7.1 应急监测计划表

监测要素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设置 主要监测设备

大气

环氧乙烷、甲醇、

环氧丙烷、

NMHC

初期 1 次/h，事故结

束后跟踪监测，可减

少频次，直至事故影

响完全结束

事故下风向、厂区

边界及下风向主要

居民区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

便携式红外光谱仪等

地表水 pH、COD、石油类

初期 1 次/h，事故结

束后跟踪监测，可减

少频次，直至事故影

响完全结束

事故区域、污水池

便携式酸度计、便携

式 COD 测定仪、便携

式红外测油仪

地下水

pH、氨氮、硝酸

盐氮、亚硝 酸盐

氮、石油类、挥发

酚、溶解性总固

体度、硫酸盐 高

锰酸盐指数

初期 1 次/h，事故结

束后跟踪监测，可减

少频次，直至事故影

响完全结束

前进村和石场峪村

便携式酸度计、便携

式 COD 测定仪、便携

式红外测油仪、便携

式气相色谱仪等

应急监测的响应程序是：

（1）接受应急监测任务，启动应急监测响应预案；

（2）了解现场情况，确定应急监测方法，准备监测器材、试剂和防护用品，

同时做好实验室分析的准备；

（3）实施现场监测，快速报告结果；

（4）进行初步综合分析，编写监测报告，提出跟踪监测和污染控制建议；

（5）实施跟踪监测，及时报告结果；

（6）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编写总结报告上报。

7.6现场处置

7.6.1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

（1）化学品泄漏

1）立即消除泄漏污染区域内各种火源，救援器材应具备防爆功能，并且要

有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或受限空间的措施；

2）切断泄漏源，控制或减少流淌范围；

3）加强泄漏场所自然通风或强制排风，降低大气污染物浓度；

4）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

5）应急救援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戴耐酸碱手套；

6）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

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进行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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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少量泄漏可用沙土或惰性材料进行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

8）如大量泄漏，利用现场应急物资设置围堰，防止泄漏影响范围扩大，尽

量收集泄漏物质，待事故结束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9）泄露源控制：根据现场泄漏情况，采取切断源头、应急堵漏、冷却防爆、

注水排险、喷雾稀释等措施控制泄漏源。

（2）危险废物泄漏

危险废物必须经集中收集后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并签订委托处理协议。危废

库需按照废物种类进行分类存放，并设置相对应的危废警示牌，危废库房应设置

为封闭式、门口设锁、地面做防渗处理、由专人看管的库房，并且危废库中在地

势低洼处设置地面收集坑和收集渠。收集坑的危废液体由专人定时用槽车清理。

危废库四周应设置围堰或角铁，防治废机油等泄漏时流出危废库噪声厂区的污

染。危险废物临时储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01）
的要求。并加强工人的环保意识，严禁将废切削液及乳化液废渣未经处理随意排

放。车间设备油品泄漏时，如少量泄漏，采用锯末子进行围挡，检查机器泄漏部

位进行维修，修理完毕后用铁锹清理使用后的锯末子，然后用抹布清理地面；如

大量泄漏，则立刻用吸油毡覆盖，并检查修理泄漏部位，然后用抹布清理地面。

使用后的锯末子、油抹布和吸油毡属于危废，不得随意丢弃，需交付有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理。

7.6.2火灾爆炸的应急处置

1）抢险救灾组和后勤保障组要立即参加救援行动，组长指挥队员进行扑救

灭火，同时向 119报警；

2）通讯联络组立即疏散、撤离危害区域内无关人员；

2）尽可能切断现场的泄露源；

3）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范围，尽量隔离现场可燃物；

4）将火灾区域内易发生危险的物品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

5）切断事故区域内一切非灭火用电电源；

7）通讯联络组要立即联络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8）扑救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以前，要做好个人防护，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

防护服，做好眼部、手部防护，进入现场救火，根据风向，抢险人员应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离和合适位置；

9）现场产生消防废水，注意废水走向，将废水引至应急事故池和初期雨水

池暂存；

10）参加救护人员要听从指挥，服从领导，指挥人员正确的判断火灾情况，

扑救过程中要防止有可能爆炸事故扩大灾情，如果发生爆炸，指挥员要立即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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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救人员撤出火灾现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损失。

7.6.3 伤员的现场急救

医疗救护组成员要随时关注现场人员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可在现场进行简单

救治后立即送医。

窒息或中毒：将受伤人员尽快与危险物质脱离接触，送往安全区域。检查受

伤人员伤情，如发生心脏骤停，应立即进行心脏按摩，促使心跳恢复，坚持不懈；

如发生呼吸停止，应进行人工呼吸，促使恢复呼吸；有针对性使用急救药进行初

期抢救。同时，报 120并及时送至专业医院进行救治。

发生骨折、外伤等伤害，必须注意保持伤口清洁，要先止血，伤肢体时要进

行固定，不要强拉硬拽，防止造成二次伤害或感染。

7.6.4 事故现场的保护

1）设置内部警戒线，以保护现场和维护限产秩序；

2）保护事故现场被破坏的设备部件、碎片、残留物及其位置；

3）在现场收集到的所有物件应贴上标签，注明地点、时间和管理者；对搜

集到的物件应保持原样，不得冲洗擦拭。

7.7安全防护

7.7.1现场保护措施

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发展趋势、危害性和扩 散范围进行

预测后，发出撤离警报，紧急设定危险区隔离带，划定现场保护区界限。警戒疏

散人员按指令，引导撤离人员按疏散路线至安全地带，禁止非救援车辆、人员

再次进入。

在撤离警报发出后，所有员工按照要求妥善关闭正在运行的设 备，断水、断

电、停止一切产生明火作业，按照“疏散路线示意图” 到指定的地点前集中。

救援行动中，如遇到爆炸、火灾类型的事故时，救援工作的设备 和使用器具

要选用防爆型的工具，特殊的还需要接地线。

7.7.2人员安全防护

参加应急救援的人员必须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达到安全条件后，方可

进入事故现场进行下一步操作；救援人员应至少 2-3人一组集体行动，以便相互

照应，每组人员设一位负责人，各负责人使用移动通信工具随时与指挥部联络；

现场救援人员应实行分工合作，做到任务到人、职责明确、团结协作。

救援人员必须穿戴齐全正压呼吸器、防化服等防护器具，并在有人监护的情

况下，才能进行堵漏、截断、关闭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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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如有人员受伤，必须立即将伤员抢救到安全部位，同时拨打电话

120 请求救护。需要疏散周围群众时，应立即向上级政府部门汇报，请求支援。

要引导人群向上风处疏散，并注意维持秩序，扶老携幼，防止人群拥堵发生踩踏

事故。

7.7.3 次生灾害防护

辽阳科隆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次生灾害主要是危险化学品泄漏、火

灾或爆炸事故救援行动带来的次生污染事故。环境监测组在抢险过程中，始终关

注救援行动中可能产生的污染事故，及时报告指挥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次生

污染。应急结束后继续监测现场 污染情况，现场清理和恢复必须按照环保要求，

现场遗留物做无害化处理。

（1）大气次生灾害防护

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和爆炸等事故都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危险化学品直接挥发进入到大气环境，发生火灾、爆炸、燃烧后产生的 CO2

和 H2O，伴生未燃烧完全产生 CO、SO2等有毒有害物质引起大气污染。

为防止此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可采取以下措施：

①用高压防水雾喷淋稀释，消防废水引入事故池，然后根据水质情况决定是

否送往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②污水引入事故池，然后根据水质情况决定是否进送往有资质单位进行处

理。

（2）水体次生灾害防护

易燃易爆物质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或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救援工作会产生大

量消防废水。为避免事故情况下消防污水外排或在公司厂区内漫流造成污染，利

用事故池收集消防水，避免对环境的影响。

（3）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防护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抢险救援过程中，正

确引导群众撤离路线，现场划分事故区、警戒区、安全区，警戒组人员禁止人员

随意走 动和进入危险区域内，后勤保障组人员负责救护安抚受灾人员，为其提

供必要的医疗物质和生活物质，预防造成人员恐慌和二次伤害。

7.8应急终止

7.8.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经现场监测，污染物含量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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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

的中长期负面影响趋于并保持在尽量低的水平；

（6）污染事件得到控制，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次生、衍生和事故危害被基

本消除。

7.8.2应急终止程序

（1）应急终止时机由指挥部确认，经应急指挥部批准；

（2）应急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小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应急环境监测组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工作，直

至污染影响彻底消除为止。

7.8.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通知本公司相关部门、社会关注区及人员事件危险已解除；

（2）应急指挥部配合有关部门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3）编制突发环境事件总结报告，于应急终止后上报；

（4）根据环境事件的类别，由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组织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

评估，并及时修订；

（5）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分别组织、指导环境应急救援队伍维护、保养应

急仪器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6）进行环境危害调查与评估，对周边大气环境进行检查，统计周边人员

的健康状况(主要是烧伤、致死、中毒情况)；
（7）对于由于本公司的环境事故而造成周边人员伤害的，统计伤害程度及

范围，对其进行适当经济补偿；

（8）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对公司现有的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做出评价，指

出其有效性和不足之处，提出整改意见；

（9）做出污染危害评估报告，设置应急事故专门记录人员，建立档案和专

门报告制度，设专门部门负责管理，并上报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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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后期处置

8.1 善后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要做好受污染区域内群众的思想工作，安定群众情绪，

并尽快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宣传教育等工作。对突发环境

事件产生的污染物进行认真收集、清理，事故产生的危险废物将交由危废处置单

位处理。由主管领导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分析事故原因，汲取事故教训，指挥部

要将事故情况进行登记、整理和存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记录和突发环境事件后

的交接工作，制订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8.2调查与评估

应急后评估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为了完善应急预案，提高

应急能力，对各阶段应急工作进行的总结和评估。 应急后评估可以通过日常的

应急演练和培训，或通过对事故应急过程的分析和总结，结合实际情况对预案的

统一性、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应急救援过程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

应急预案以及应急流程等进行定期修订。

评估内容如下：

8.2.1 应急预案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的设置是否科学；

2）应急组织体系的组织是否合理；

3）各机构的职责定位是否合理、明确；

4）各机构间的协调机制是否完善；

5）应急程序的设置是否科学。

8.2.2 应急预案所规定的各种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1）事故预报预警、监测工作是否满足需要；

2）参加救援的人员配置是否合理；

3）参加救援的人员数量是否能够满足需要；

4）参加救援的人员是否能够胜任工作；

5）参加救援的人员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到位；

6）应急物资储备是否合理；

7）应急物资数量和质量是否能够满足需要；

8）物资的调拨是否及时、合理；

9）应急装备配置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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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是否正确执行应急响应程序和采取合理行动

1）各类应急响应程序是否及时启动；

2）各相关部门是否有效执行应急预案的既定职责；

3）事故受害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是否及时、妥当；

4）事故涉及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及时恢复。

8.3恢复与重建

应急结束后，后勤保障组和抢险救援组负责清理与恢复。其任务是设立污染

物隔离区，防止污染物扩散；对灾后残留遗弃物进行收集、清理、掩埋等方法进

行清理和无害化处理；对受污染的区域、设施现场进行清洗。

应急办公室对重建能力、可利用资源等做出评估，制订恢复详细计划，落实

资金、物资和技术，确定生产恢复具体的有效措施，并迅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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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保障

9.1人力资源保障

公司成立应急救援小组，由公司主要领导、部门领导和相关职工组成，各组

员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作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充分掌握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处置措

施；积极组织各类应急演练，经常与上级指挥部门专家组开展经验交流，建立健

全预警机制和信息上报制度，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

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应急队伍人员不够时应积极寻求当地政府、

社会团体的帮助。

公司应急队伍组成详见本预案第 3章。

9.2财力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包括仪器装备、交通车辆、应急咨询、

应急演练、人员防护设备等的配置的运作经费。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比例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专项资金建立事件应急

专项账户，专门用于应急物资的更新、应急救援、应急演练、培训及善后处置的

专项资金。一旦发生环境事件，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请启用此项资金。其他应急所

需经费由公司财务列支。

9.3物资与装备保障

（1）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各部门要根据自己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承

担的责任，制定本部门救灾物资选购，储存、调拨体系和方案。

（2）加强对储备物资的管理，防止储备物资被盗用、挪用、流失和失效，

对各类物资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3）建立与当地政府及友邻单位物资调剂供应的渠道，以备本公司物资短

缺时，可迅速调入。

（4）应急救援物资的调用由应急救援小组组长统一协调，事件时按预案规

定由抢险救援组负责组织应急抢险物资的调拨和紧急供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

援物资储备情况表见附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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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治安维护

1）值班时间：24小时， 24小时应急联系电话为：15809854030；
2）值班人员夜间必须对危险区域每两小时进行巡检，并在值班时值守；

3）因公或因私不能到岗的，必须提前说明情况，由所在部门安排相应人员

代替；

4）值班人员必须本人签名，做好当夜的值班记录；

5）值班中遇到紧急情况，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理，并及时向有关领导联

系汇报。

9.5通信保障

应急办公室公布应急汇报电话和应急工作人员的通讯电话，同时将联系方式

发放到所属各部门。公司对电话、对讲机、手机等通讯器材进行经常性维护或更

新，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各应急部门之间的联络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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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监督管理

10.1培训演练

10.1.1培训

（1）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应急响应的培训

本预案制订发布后，所有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各专业救援队成员，应认真

学习本预案内容，明确在救援现场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邀请应急救援专家，采

取综合讨论、专家讲座等方式，每年 4月和 10月进行两次，就事故的指挥、决

策、各部门配合等内容进行培训，由应急办公室负责培训。

（2）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

对公司应急救援队伍的队员进行应急救援专业培训。采取课堂教学、综合讨

论、现场讲解、模拟事故发生等方式进行，每月不少于 6小时，由抢险救援组组

长负责安排，可利用生产空闲时间灵活安排，主要培训内容：

1）了解、掌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

2）熟悉使用各类防护器具；

3）如何展开事故现场抢救、救援及事故处置；

4）事故现场自我防护及监护措施。

（3）操作人员的培训

针对应急救援的基本要求，系统培训企业内外发生事故时报警、紧急处置、

逃生、个体防护、急救、紧急疏散等程序的基本要求。采取课堂教学、综合讨论、

现场讲解等方式，每季度不少于 4小时的培训时间，主要由车间行动小组组长负

责安排，主要培训内容：

1）安全操作规程；

2）防火的基本知识；

3）异常情况的排除、处理方法；

4）事故发生后如何开展自救和互救；

5）事故发生后的撤离和疏散方法。

10.1.2演练

（1）演练分类

1）组织指挥演练：由应急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各专业队负责人分别按应急

救援预案要求，以组织指挥的形式组织实施应急救援任务的演练；

2）单项演练：由各专业救援小组成员各自开展的应急救援任务中的单项科

目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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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演练：由应急救援指挥部按应急救援预案要求，开展全面演练。

（2）演练内容

1）各设施泄漏、火灾事故抢险；

2）消防器材的使用；

3）通信及报警讯号联络；

4）急救及医疗；

5）防护指导：包括专业人员的个人防护及员工的自我防护；

6）各种标志、设置警戒范围及人员控制，交通控制及管理；

7）事故区域内人员的疏散撤离及人员清查；

8）向上级报告情况及向周边通报情况；

9）事故的善后工作。

（3）演练范围与频次

1）每月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桌面推演，参与人员至少包括各应急救援小

组组长；

2）单项演练由抢险救灾组组长负责每季度组织一次；

3）现场综合演练由指挥部总指挥每年组织一次。

（4）预案评估

指挥部经演练后应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

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评估的内容有：

1）通过演练发现的主要问题；

2）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3）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4）对在训练、防护器具、抢救设置等方面的改进意见。

10.2监督检查

对于应急物资的准备、危化品管理的合规性、危废库设置的合规性等事宜，

公司安环部应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完善之处及时调整。

10.3责任奖惩

10.3.1 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的，按照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

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环境事件的；

（2）不按照规定制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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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义务的；

（3）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

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进行破坏活动

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的行为的。

10.3.2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

（1）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对防止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

或者减少损失，成绩显著的；

（3）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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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则

11.1名词术语

（1）环境风险源：指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源，以及生产、贮存、

经营、使用、运输危险物质或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备和

装置。

（2）环境敏感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指

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

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

（3）环境保护目标：指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中，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域

中可能受到影响的对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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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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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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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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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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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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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类：指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对不同环境事

件划分的类别。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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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应急演练：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

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

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综合演练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

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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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预案备案

本预案经修订后，由修订小组报公司负责人批准发布，并报辽阳市生态环境

局进行备案。

11.3预案解释

本预案从 2019年 5月 13日起实施，原有预案同时废止。

本预案由应急指挥部负责制定与解释。

11.4预案管理与修订

公司根据预案实施情况和周围环境变化对预案进行更新和管理，当发生下列

情况之一时应更新版本：

（1）公司年度预案管理评审、预案演练和出现环境风险事故后总结需要对

预案作重要调整；

（2）公司增加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环境风险等；每次检维修后，工况条件变

更等情况。

（3）公司周围环境发生改变，如涉及周围环境功能区划调整、周围场地用

地性质改变、附近居住人数明显增加等；

（4）国家法规政策改变或调整，如污染物排放政策、环境风险管理机制变

更等；

（5）公司重大人事变动和组织架构调整，经营权属发生变化等。

（6）按照相关规定每三年进行应急预案的补充和修订。

以上变动由预案管理部门提出，相关部门按要素进行更新，预案管理部门汇

总后按程序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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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附件

12.1应急通讯录

表 12.1 公司应急救援体系通讯录

序号 姓名 行政职务 应急职务 联系方式

1 姜艳 董事长 总指挥 13804191298

2 许乐伟 安全总监 副总指挥 13898279768

3 金凤龙 生产总监 副总指挥 15904197249

4 周全凯 常务副总 副总指挥 13304999777

5 王笑衡 董秘 副总指挥 13604991601

6 黄圣意 技术总监 副总指挥 13941911094

7 韩旭 销售总监 副总指挥 13704197100

8 陈飞龙 研发副总 副总指挥 13904039055

9 蒲云军 物流采购总监 副总指挥 13904196648

10 蔡曼丽 综合办经理 办公室主任 13941947183

11 贝丽娜 人事部经理 通讯联络组组长 15941954455

12 刘会军 三分厂生产厂长 医疗救护组组长 15902466527

13 王柏年 质管部副经理 抢险救援组组长 15809854030

14 李岩 仓储经理 后勤保障组组长 15904197863

15 侯宪超 二分厂生产厂长 警戒疏散组组长 15941919113

16 张丽芬 化验室主任 环境监测组组长 13841960721

17 秦立翠 技术部经理 善后处理组组长 1584194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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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有关应急部门或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络人 联系电话

1 辽阳市应急管理局 黄云岳 13841980540

2 辽阳市宏伟区应急管理局 佟纪忠 13504200318

3 辽阳市生态服务中心 关涛 13704197649

4 辽阳市宏伟区生态环境局 张莉莉 18741990898

5 消防 119

6 医疗 120

表 12.3 公司周边相关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部门 联系电话

1 兴家化工厂 办公室 15641980700

2 催化剂厂 办公室 13841915540

3 奥克股份 办公室 18741998610

4 前进村 村委会 4159112

5 南八家子村 村委会 4158059

6
6

峨眉村 村委会 0419-5124004

8 西八家子 村委会 0419-5124041

9 西沙坨子 村委会 0419-5124034

10 孙家沟 村委会 0419-7201051

11 辽化高中 办公室 13896169353

12 辽阳工业大学 办公室 0419-5319382

13 峨眉疗养院 办公室 15041996108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5

表 12.4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境应急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1 郭海军 辽宁省环保专家 13504053987

2 王俊英 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13941345286

3 关 涛 辽阳市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13704197649

4 李 红 辽阳市生态环境局 15841935656

5 马春晓 辽阳市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15904208585

6 张莉莉 辽阳市生态环境局宏伟分局 1874199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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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标准化格式文本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报告

的基本内容及格式

一、前言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时间类别以及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

等。

二、事件单位的概况

事件单位成立时间、改（扩）建时间、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生产规模、污

染生产及处理情况，劳动组织情况。

三、事件及应急救援情况

⑴事件发生过程、主要违法事实、突发环境事件后果等。

⑵事件处置情况

四、事件原因及性质

⑴事件原因

①直接原因

②间接原因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事件责任者的基本情况（姓名、职务、主管工作等），责任认定事实、责任

追究的法律依据及处理建议。

六、防范措施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对本单位提出整改建议。

七、附件

⑴事件现场平面图及有关照片；

⑵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环境监测数据或技术报告；

⑶直接经济损失计算及统计表；

⑷事件调查组名单及签字；

⑸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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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应急救援流程图

图 12.1 应急救援流程图

人工自动 事故现场 消防

扑救 报警

领导 其它部门

指挥

医务 技术扑救 人工扑救消防

补 救 行 动

现场指挥

救援行动

报警

人工报警

自动报警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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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应急物资与装备清单

表 12.5 公司现有应急物资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注

1 安全绳 泰州金达 100m 2根 2022.9

安全防护

康平介
18941907202

2 安全带 滨州汇志 5点式 4卷 2022.9

3 安全绳 泰州金达 100m 1条 2022.9

4 应急发电机 沈阳华昌 460KW 2台 2030.10

应急物资

5 石棉垫片 廊坊科凯 DN15-DN125 3卷 2020.12

6 金属缠绕垫片 固封密封 DN15-DN100 27 个 2021.9

7 警戒绳 河北金能 100M 2个 2020.6

8 应急救援物质箱 红立方
0.5m*0.4m*

0.2m
2个 2030.10

9
现场消火栓、水

带、水枪
宏桥消防 DN65 118 套 2021.6

消防器材
张俊宇

13841940703

10 8KG干粉灭火器 宏桥消防 ABC8 320 具 2020.6

11 二氧化碳灭火器 宏桥消防 MT7/MT3 25 具 2028.6

12 消防水带 DN65 宏桥消防 DN65 60 条 2021.6

13 沙子 中沙 10m3 2023.6

14 消防报警系统 依爱消防
EI6000/GST2

00
4套 2030.9

15 消防水泵 上海连成
IS200-150-3

20
4台 2030.9

16 消防稳压罐
沈阳凯利

达 IS50-40-65 2个 2030.9

17 消防砂 中沙 3吨 2023.6

18 消防桶 沈阳昌润 20L 6个 2021.6

19 消防锹 1.2m 10 把 2021.6

20 急救箱 红立方
0.5m*0.4m*

0.2m
8个 2030.6

医用物资

王景辉

15134075883
21 应急救援药箱 红立方

0.5m*0.4m*

0.2m
1个 2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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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雨淋系统 福建三辉 ZSFM100 8套 2030.9

23 急救箱套件 2套 2030.9

24 消防水带 宏桥消防 DN65 20 条 2021.6

25 止血管（胶管） 红立方 8mm 2根 2021.3

26 镊子 红立方 100mm 2个 2030.6

27 纱布绷带 红立方 2 卷/袋 4卷 2021.3

28 云南白药创可贴 红立方 20 片/盒 2盒 2020.3

29 医用胶带 红立方 2卷 2020.3

30 万红软膏 红立方 2管 2021.3

31 云南白药粉 红立方 2瓶 2021.6

32 速效救心丸 红立方 2瓶/盒 2盒 2020.6

33 碘伏消毒棉球 红立方 20/瓶 2瓶 2021.3

34 医用棉球 红立方 20/瓶 2袋 2021.3

35 生理盐水 红立方 500ml/瓶 2瓶 2020.6

36 酒精消毒液 红立方 50ml/瓶 2瓶 2020.6

37 担架 华宇 2m*0.7m 2副 2030.9

38 红色安全帽 无锡赛帮 20 个 2021.3

个人防护
张俊宇

13841940703

39 空气呼吸器
东台凯瑞

达 40MPa 3个 2030.9

40 防化服 亚星 175cm 4套 2028.6

41 防毒面具 上海雷群 3M 20 套 2020.6

42 防火服 5 件套 诺安科技
170cm-180c

m
12 套 2030.6

43 防火服 诺安科技
170cm-180c

m
2套 2028.6

44
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

东台凯瑞

达 40MPa 4套 2028.9

45 铁锹 1.2m 20 把 2028.9
应急装备

孙立山
13008200025

46 应急灯（手电） 佳格照明 8V 8个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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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防爆对讲机 10 个 2021.9

48
便携式可燃气体

检测仪
恒安智软 HT-P4 1个 2021.9

应急监测49
便携式氧含量分

析仪
恒安智软 HT-P4KS 1个 2021.9

50 可燃气体报警器 深圳特安 EST2000 60 个 2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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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现场处置方案

（1）环氧乙烷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事故类型

环氧乙烷易燃，有毒，为致癌物，具刺激性，具致敏性。一旦泄漏将会对大气

造成污染，其蒸气能与空气形成范围广阔的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

炸的危险。若遇高热可发生剧烈分解，引起容器破裂或爆炸事故。接触碱金属、氢

氧化物或高活性催化剂如铁、锡和铝的无水氯化物及铁和铝的氧化物可大量放热，

并可能引起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

火回燃。

2）处置方法

①急救措施

急救由洗消组负责。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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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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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术。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灭火方法：切断气源。若不能立即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正在燃烧的气体。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

干粉、二氧化碳。

②泄漏处置措施

应急处理：现场指挥到达事故现场，警戒疏散组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

风处，隔离泄漏区域，严格限制出入。抢修救援组切断火源。抢修救援组人员进入

现场时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

或吸附/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抢修救援组人员

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洗消组将漏气容

器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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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置方法：洗消组将不含过氧化物的废料液经浓缩后，在控制的速度下

燃烧。含过氧化物的废料经浓缩后，在安全距离外敞口燃烧。

③火灾处置

抢修救援组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

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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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氧丙烷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事故类型

环氧丙烷极度易燃，为可疑致癌物，致灼伤，具刺激性。一旦泄漏会对水体、

土壤造成污染。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与铁、锡、

铝的无水氯化物，铁、铝的过氧化物以及碱金属氢氧化物等催化剂的活性表面接触

能聚合放热，使容器爆破。遇氨水、氯磺酸、盐酸、氟化氢、硝酸、硫酸、发烟硫

酸猛烈反应，有爆炸危险。

2）处置方法

①急救措施

急救由洗消组负责。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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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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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术。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②泄漏处置措施

当环氧丙烷发生泄漏，发现人员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现场指挥到达事故现

场，警戒疏散组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抢险救援组切断火源。抢险救援组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护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

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

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洗消组用防爆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③火灾处置

灭火方法：抢修救援组人员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

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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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醇泄漏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事故类型

甲醇易燃，具刺激性。一旦泄漏将会对水体、土壤造成污染，其蒸汽与空气可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2）处置方法

①急救措施

急救由洗消组负责。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注

意患者保暖并保持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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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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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患者食入或者吸入该物质不要口对口人工呼吸，可采用单向阀小型呼吸器或其

他适当的呼吸器。

食入：误服者用清水或者 5%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②泄漏处置措施

如遇甲醇泄漏，应迅速组织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

限制出入。切断火源。

建议应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静电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金库能切断泄露源。防治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用

防爆泵移至槽车或者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③火灾处置

灭火方法：抢修救援组人员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

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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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应急物资分布图

（1）一期厂区

堵漏物资

消防器材

消防器材

消防器材

消防器材

应急物资

医疗救护

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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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期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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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疏散路线图

（1）一期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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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期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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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第三方监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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