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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编编    制制制制    说说说说    明明明明    

1111、、、、编制过程概述编制过程概述编制过程概述编制过程概述：：：：    

为建立健全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根据《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试行）》、《企

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环发

[2015]4 号）。公司修订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评

估报告》和《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本次应急预案编制得到了深圳

市安泰鼎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 

本次为三年到期修编，公司对 2017 年度签发的预案认真贯彻执行，

并转化成公司内部环境应急作业指引，切实起到了关键指导作用。此外，

公司每年对预案进行了演练，如：危险化学品及液体危险废物泄漏现场

处置演练，并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总结、持续改进。 

2222、、、、重点内容说明重点内容说明重点内容说明重点内容说明：：：：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共分为三个层次，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主要内容为总则、应

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后期处置、应急

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和和附件。 

专项应急预案包括：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预案包括：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废

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

案、突发火灾次生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和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

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III 

环境风险评估内容包括：前言、总则、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分析、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完

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3333、、、、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资料和实际现场踏勘情况，

编制人员与公司各部门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征求了周边相关方

的意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环境应急对策措施和建议，得出环境风险评

估结论。 

本预案作为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内部环境应急工作的主要依

据，同时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444、、、、评审情况说明评审情况说明评审情况说明评审情况说明：：：：    

本环境应急预案于 2020 年 4 月 8 日通过了深圳市环境应急预案评

审专家的评审，专家组认为本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指南的要求，项目概况清晰，环境危险源识别

和确定基本准确，应急机构基本健全、职责明确，预防与预警机制合理，

应急处置及时准确有效，后期处置全面，监督管理措施基本完善，附件

信息基本齐备，经适当修改可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相关单位领导及专家的热情指导，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 

 

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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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发发        布布布布        令令令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要求，保护本公司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使事故发生后能快速、高效、有序地实施应急救援处置工

作，本公司组织修订编制了《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该预案是本公司实施应急处置救援的规范性文件，用于指导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行动。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

场处置方案以及附件组成。于 2020 年 4 月 8 日，经深圳市应急预案评

审专家组评审通过，并经过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批准正式发布，2020 年 4 月 20 日起执行。本公司所有部门均应严格

遵守执行，请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员工学习，按规定组织综合演

练和现场处置演练，同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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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承承承    诺诺诺诺    书书书书    

    

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承诺承诺承诺承诺：：：：    

            我公司对《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

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及其所有附件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

违反上述事项，我公司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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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1.1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    

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机制，以预防为主，一

旦发生事故，及时、高效处置突发的各类环境污染事件，保护本公司

员工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促进企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此预案。 

1.2 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 

3) 环保部《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

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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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8 发布）； 

5) 省环保厅《关于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指导

性意见）的通知》（粤环【2018】44 号）； 

6) 《广东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技术指南》

（粤环办函【2016】148 号，2016.6.8 印发）； 

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8）《深圳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深

人环【2015】202 号，2015.5.12 发布）； 

9）《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10）《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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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村西部工业区的深圳市鑫溢电

路有限公司所属厂区，从事线路板的生产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

备与响应。 

1.4 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 

公司立足于环境事件的预防、预测、预控，通过向全体员工宣

传普及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知识，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和技能，组织开

展对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废水处理等潜在环境风险的辨识活动，

认真落实相应的控制措施，降低环境风险。 

（2）以人为本 

在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急响应过程中，始终把应急处置人

员、职工、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 

（3）快速响应 

公司承担环境应急工作职责的人员在接到突发事件的信息后，

应按程序立即实施应急响应，及时控制事态。 

（4）属地管理 

公司所属各部门对本部门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响应负责，突

发环境事件时，所在部门应在第一时间进行先期处置并报警求助。 

1.5 事件的分类分级事件的分类分级事件的分类分级事件的分类分级    

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分为：水体污染事件、废气污染环境事件、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火灾次生污染环

境事件等，及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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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6 1.6 公司基本状况和周围环境综述公司基本状况和周围环境综述公司基本状况和周围环境综述公司基本状况和周围环境综述    

1.6.1 1.6.1 1.6.1 1.6.1 公司概况公司概况公司概况公司概况    

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一村西

部工业区，于 2004 年 2 月成立，现有员工 180 人，面积 4000 平方米。 

公司坚持以回报社会为己任，遵纪守法、绿色环保、严格管理、

追求卓越。在发展自身回报股东的同时，积极为社会创造财富。 

公司有一套完善的废水处理设施，已经做到了稳定达标排放。污

泥、碱性废蚀刻液、退锡废水、废棉芯等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的机

构处理。公司目前的环保批文及排污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环保主管

单位为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公司主要的生产工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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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生产及废水处理过程中使用了工业酒精、洗网水、硫酸、

氢氧化纳、次氯酸钠、碱性蚀刻液、退锡水等危险化学品，公司已经

不再使用氰化物，废水也无一类污染物。 

公司已于 2017 年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交环保主管

单位备案，本次为重新修订、编制。 

 

1.6.2 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 

公司整个厂区按功能划为办公区、车间区、仓库区及污水处理区。

公司周围 5000 米范围有桥头小学等学校，有沙井人民医院等医院，

并有大王山社区等居民集中住宅区，以上均为公司的大气环境保护目

标。 

公司暂未实现雨污分流，公司的受纳水体为茅洲河，工业废水处

理达标后排入茅洲河，雨水直接排入茅洲河。茅洲河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Ⅳ类标准。茅洲河为公司的水环境

保护目标。 

（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2）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公司所在区域根据《关于颁布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的

通知》（深府【1996】362号），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功能区，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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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公司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公司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公司的主要环境敏感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 联系方式 

大气环境 

沙井人民医院 

医院 

东北 2000 米 27722241 

万丰医院 东面 4300 米 84862531 

京大男科医院 东面 2200 米 32987777 

宝济门诊大楼 东北 2500 米 27237353 

深圳市和平中英文
实验学校 

学校 

南 3700 米 61180857 

翻身实验学校 
（西校区） 

南面 2700 米 89474670 

桥头小学 东南 4300 米 29797637 

华南中英文学校 东南 2700 米 27225266 

万丰小学 东 3900 米 29931037 

开元实验学校 东南 3000 米 21507257 

第七高级中学 西北 662 米 85392207 

蚝业小学 东北 2400 米 29098602 

沙井中学 东北 3600 米 29856630 

荣根学校 东北 2800 米 29855433 

沙四社区 

居民
居住
区 

东面 2100 米 27338268 

和一社区 南面 1500 米 81722938 

民主社区 西北 978 米 29919056 

塘尾社区 东南 3300 米 27377543 

水环境 茅洲河 
受纳

水体 
南面 80 米 

（GB3838-2002）地表

水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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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公司成立环境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总经理 

副组长：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名单见附件 4）。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事项并组

织落实；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事项做出决策；紧急状

态下，负责统一指挥公司的应急力量处置事态；负责及时向政府环境

保护等主管部门报告事件信息；负责审批公司的应急预案。紧急状态

时，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 

领导小组的日常应急办公室设置在行政人事部。其主要职责是：

具体组织落实领导小组决定的环境重要事项；负责与政府环境保护等

主管部门保持信息联络；负责及时收集和传达相关应急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负责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加强环境应急工作的建议；

负责组织应急预案的编制、维护、演练和更新；负责牵头组织事件调

查。 

 

2.2 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    

突发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负责制，由领导小组组长

担任。当领导小组组长不在时，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现场指挥部的职责如下： 

1、事件发生后分析紧急状态，确定事件应急级别和相应响应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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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挥协调应急反应行动，合理配置资源、人员及应急队伍的

调动； 

3、协调外部应急力量与政府关系； 

4、应急终止后，负责组织恢复措施、原因调查分析及总结。 

2.3  应急工作组应急工作组应急工作组应急工作组    

公司的废水处理由深圳市创飞格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运营，考虑到

这一特点，领导小组下设现场处置组、综合协调组、应急监测组、应

急保障组、专家咨询组、废水应急处置组共 6个应急工作组。 

         （1） 现场处置组 

组长：采购部主管（负责化学药品仓的管理） 

副组长：机修部领班（负责废气处理塔的管理） 

组  员：采购部、机修部等相关部门员工。 

职责：负责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措施进行现场处置、

消除污染、控制事态，同时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 

（2）应急监测组   

组长：创飞格环保派驻公司废水站站长 

副组长：创飞格环保派驻公司废水站操作员 

职责：负责汇报并联系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制定环境应急

监测方案；实施现场简单的监测；及时向领导小组提交监测数据。 

（3）废水应急处置组 

组长：创飞格环保派驻公司废水站经理 

副组长：创飞格环保派驻公司废水站操作员 

组员：废水处理站全体员工 

职责：对废水站内发生的任何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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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保障组 

组长：财务部主管 

副组长：保安队队长 

组员：财务部和保安队全体员工 

职责：为应急行动提供资金和物资的后勤保障；负责人员疏散与

现场安全警戒；负责现场人员救护； 

（5）综合协调组 

组长：行政人事部经理 

副组长：行政人事部主管 

组员：行政人事部全体成员 

负责向政府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并请求

支援；负责联系深圳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如：深圳市深投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请求必要的支援；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媒体应对工作。 

（6） 专家咨询组   

组长：黄小武 

组员：名单见本预案附件 4。 

职责：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程度、发展趋势做出科学

评估，为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

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现场应急

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架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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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急组织架构图 

 

2.4 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 

2.4.1 公司所属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保

标准及公司规章制度，严格实施环保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或上报。    

2.4.2 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故迹象或在事故初期（如危险化学品少

量泄漏），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处置，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

同时向公司领导、行政人事部报告。 

2.4.3 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过程中，各部门应积极配合，为应急

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必要时主动将本部门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

域。 

2.4.4 公司全体员工人人均有及时报告环境事故隐患，积极参与各种

应急演练活动之职责；紧急状态时，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行动。 

2.4.5 公司所有承担应急职责的人员，手机应确保 24小时畅通，办公

电话和家庭电话亦应保持良好状态。 

 

应急领导小组 

现场指挥部 专家咨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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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预防和预警预防和预警预防和预警预防和预警    

3.1    环境制度的建设环境制度的建设环境制度的建设环境制度的建设    

3.1.1 严格执行国家、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排放标准，建立相应的设

备设施操作规程及管理指引，污染物治理设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

岗。 

3.1.2 建立日常检查及应急监测制度。 

3.1.3 建立环境宣传培训制度，强化环境应急意识。 

3.1.4 建立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及标准化作业文件。 

如：《危险化学品管理及泄漏应急作业指引》等作业指导书。 

3.2    环境风险分析与事件预防环境风险分析与事件预防环境风险分析与事件预防环境风险分析与事件预防    

3.2.1    公司面临的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见表 2： 

                表表表表 2 2 2 2 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环境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源                                    环境危害环境危害环境危害环境危害    

1 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水体污染 

2 废气超标排放事件 大气污染 

3 危险废物在贮存过程中大量泄漏、

污染环境事件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4 危险化学品在贮存、使用过程大量

泄漏污染环境事件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5 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 
包括次生危险化学品事件、消防水

污染水体事件。 

6 污染防治设施安全事故 导致员工伤亡事件 

 

3.2.2 公司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设新项目，从源头上降低环境风险。 

并请专业机构对公司做环境风险评价工作。 

3.2.3 公司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

准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定期开展合规性评价，确保守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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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依据 ISO 14001 国际标准建立、运行文件化的环境管理体系，

持续提高环境绩效。 

3.2.5 公司建立环境隐患排查机制。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的依据主要包

括适用的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相关危险品火灾、

爆炸、泄漏事件案例；国内外同类单位环境污染事件资料；地理和气

象资料；科学的环境风险辨识与评价结论等。 

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设新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相

关规定，从源头上降低环境风险。 

（2）公司按照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相关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定期开展合规性评价，确保守法

运行。 

（3）公司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机制，规定经理每月检查一次、

主任每周检查一次、领班每日检查一次。行政人事部每日巡查，及时

发现隐患并投入必要的资金进行治理，提高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化水

平。发现的隐患必须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需要制定应急方案。

对于 A 级事件，应停产整改。 

（4）依据公司的环境风险特点，进行必要的人才、物资贮备，妥善

管理好应急物资，持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5）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原料储存和产品贮存管理规定，建立健全了

风险防范制度和风险应急措施，定期定岗进行风险防范教育及风险应

急技能训练，消防设置齐全，设立报警系统。 

3.2.6 依据公司的环境风险特点，进行必要的人才、物资贮备，妥善

管理好应急物资，持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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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件预警事件预警事件预警事件预警    

3.3.1 公司的预警分为两级，即 B 级和 A 级。B 级预警指依靠公司自

身的力量即能控制的事件；A级预警指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援方能控

制的事件。 

3.3.2 以下情形公司需发布预警： 

1）由于工艺变化，确认产生新的污染因子； 

2）生产量突然增加； 

3）恶劣的天气，如：台风暴雨发生； 

4）相邻企业发生火灾事件； 

5）危险化学品存放区有异常气味散发，可能存在危险化学品泄漏； 

6）废水站受限空间作业时，作业人员有轻度感觉不适； 

7）废水站药品储备不足 24 小时或脱节； 

8）废水指标突然异常变化，偏离日常浓度； 

9）废水站突发异常气味散发，如：可能存在反应池故障的可能； 

3.3.3 现场信息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行

政人事部向领导小组提出发布预警建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同意后

由行政人事部发布预警。 

3.3.4 发布 B级预警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领导到达现场，准备启动本预案和相关专项应急预案； 

（2）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3）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封闭、隔离

或者限制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采取必要

措施控制危险状况。 

（4）若事件得到控制，已没有发生的可能，领导小组宣布解除

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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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发布 A级预警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领导到达现场，准备启动本预案和相关专项应急预案； 

（2）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3）向政府相关部门（环保、应急指挥中心、街道办等部门）

预告事态，必要时请求支援； 

（4）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

限制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采取必要措施

控制危险状况。 

（5）若事件得到控制，已没有发生的可能，领导小组宣布解除

预警。 

4 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信息报告信息报告信息报告    

4.1.1 公司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为 81773839、18948175018。 

4.1.24.1.24.1.24.1.2当紧急事件发生时，现场初始发现者除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外，

应立即报告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视事态严重程度同时向公司值班

领导、行政人事部报告。值班领导和行政人事部接到公司内部事发部

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或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响应要求时，应尽

可能询问以下情况并作记录： 

（1）事件发生的时间、准确地点； 

（2）人员伤亡或污染范围； 

（3）事故控制现状。 

公司值班领导和行政人事部负责人视情况请示领导小组组长是

否启动应急预案。事故内部信息报送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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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内部信息报告流程图 

4.1.3对初步确定为 B 级事件的，行政人事部应在 30 分钟内向深圳市

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对初步确定为 A级

事件的，行政人事部应在 5 分钟内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等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报告。以上均应按本预案 4.1.4条的要求进行初报、

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4.1.4 初报、续报、处理结果报告 

4.1.4.1 初报是在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通过电话或传真直接报

告。主要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初

步原因、主要污染物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和

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程度、事件潜在危害程度等初步情况。 

4.1.4.2 续报是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通过网络或书面随时上报（可

一次或多次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

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原因、处置过程、进展情况、危害程度、采取的

应急措施及效果等基本情况，必要时配发数码照片或摄像资料。 

4.1.4.3处理结果报告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以书面方式报告。

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续报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

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

公司值班领导 行政人事部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组长 

事件初始发现者 

事件所在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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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突发环境事件处

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4.1.5 公司与所在街道办建立信息报告联动机制。紧急情况发生，需

要请求地方政府支援或向地方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时，应首先向公

司所在街道办应急指挥中心通报信息。沙井街道应急指挥中心的应急

报告电话为：27728635。 

4.1.6 公司外部环境事件应急信息报告对象及电话号码见附件 5。行

政人事部应关注相关方联系方式可能的变化，保持相关方的联系电话

为最新。 

4.2 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    

4.2.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提请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人宣布启动应急预案： 

（1）生产废水或废气监测超标排放； 

（2）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大量泄漏、混存导致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可能流入地表水或恶化周围空气质量； 

（3）公司在作业过程中出现火灾； 

（4）其他认为有必要的突发环境事件。 

4.2.2 预案启动，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

组长任现场指挥官，20 分钟内赶赴现场，统筹安排处置工作。同时

通知各工作组集结并赶赴事发现场。 

4.2.3 所有参加应急响应行动的工作组必须服从现场指挥官的统一安

排，不得擅自行动。 

4.2.4 当事件失控升级，需要外部力量（如政府环保、街道应急指挥

中心等）组织处置时，总指挥请求相关政府部门支援。外部力量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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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后，现场处置的指挥权上移，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人力、物资）

应全力协助配合，服从统一指挥。 

4.3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4.3.1各应急工作组接到领导小组的紧急指令后，应在 10 分钟内赶到

事发现场。 

4.3.2 现场处置过程中，工作组每小时通过现场汇报或电话等方式向

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4.4 先期处置与分级响应先期处置与分级响应先期处置与分级响应先期处置与分级响应    

4.4.1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件迹象或在事件

初期（如危险化学品少量泄漏等情况），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处置，

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同时按 4.1.2的要求报告。 

4.4.2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自身的应急能力，需要外部力量支援时，

领导小组应组织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力图控制事态，

为外部力量赢得宝贵的应急处置时间。 

4.4.3 公司的应急响应分为两级，即 B 级和 A 级。B 级响应是指依靠

公司自身的力量即能控制的事件；A级响应是指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

援方能控制的事件。 

发布 B 级响应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到达现场，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

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2）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封闭、隔离

或者限制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采取必要

措施控制危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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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A 级响应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1）事发部门的公司分管领导到达现场， 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

相关工作组进入临战状态； 

（2）向政府相关部门（环保、应急指挥中心、街道办等部门）

预告事态，必要时请求支援； 

（3）所在部门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

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采取必要措施控制

危险状况。 

4.5 通用处置措施通用处置措施通用处置措施通用处置措施    

4.5.1 工作组到达现场后，应急保障组负责对与应急处置无关的人员

实施疏散、安全警戒和伤员救护工作。 

4.5.2 对于非火灾事件，现场处置组负责实施现场污染控制、污染消

除、危险物品转移、隔离、堵截、设备停车等工作。 

4.5.3 对于火灾事件，现场处置组负责火灾扑灭与财产抢运。对于消

防水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现场处置组还需负责污水拦截、收集与转

运。 

4.5.4 对于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泄漏事件，

应急监测组应在 30 分钟内拟定监测方案，快速实施水或空气的污染

物监测，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和监测数据适时调整监测方案。监测方案

包括监测范围、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 

4.5.5 应急保障组根据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应

急物资和生活物资，确保处置工作顺利实施。 

4.5.6 专家咨询组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监测数据信息，向现场指挥官

提出切断与控制风险源、减轻与消除污染、人员救护等处置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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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指挥官据此下达处置指令。 

4.5.7 所有应急处置现场产生的危险废物，均应全部收集，安全转移，

妥善处理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4.6 专项处置措施专项处置措施专项处置措施专项处置措施    

4.6.1 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之

一《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处置。 

4.6.2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之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处置。 

4.6.3 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一《《《《突

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4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二

《突发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5 突发火灾及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

三《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6 突发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

预案之四《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6.7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置预案之五《突

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处置。 

4.7 扩大应急扩大应急扩大应急扩大应急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需要请求外部应急相关

方（如政府环保、街道应急指挥中心等部门）支援时，领导小组组长

或副组长向相关方求援。外部力量到达现场后，指挥权上移，公司的

应急队伍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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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对外信息，由综合协调组组长统一向政府部

门报告。公司不直接面对媒体发布事件的相关信息。未经批准，公司

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事件的信息。 

4.9 响应结束响应结束响应结束响应结束    

4.9.1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或危险已经解除； 

（2）监测表明，空气或水体的有毒有害因子已降至规定限值以

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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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

害，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9.2  B 级响应的结束由公司现场指挥官宣布，A 级响应的结束由外

部力量的现场指挥官宣布。 

5 后期处置后期处置后期处置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善后处置善后处置善后处置    

对于在事件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行政人事部依据国家

的政策法规进行处理，包括办理工伤理赔、赔偿损失、人员机能恢复

训练等。 

5.2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调查处理与奖惩调查处理与奖惩调查处理与奖惩调查处理与奖惩    

5.2.1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后 4 小时内组成由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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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部牵头的事件调查评估组，进行事件的分析调查。调查完毕应形成

调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原因、事件性质、事件级别、经济损

失、责任认定、处理建议、应急过程评估等。 

5.2.2 Ⅰ-Ⅳ级事件，由政府环保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处理，公司各部门

全力配合。 

5.2.3 对于各级突发环境事件，公司应维护好现场，待上级政府部门

进行调查与责任认定。调查过程中，公司领导、行政科和当事部门应

认真配合，不得隐瞒真相。 

5.2.4 公司管理层依据事件调查评估报告的结论，对事件责任人实施

处罚，对在应急处置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 

5.3 恢复重建恢复重建恢复重建恢复重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同时公司依法取得政府部门

（环保、安监等）许可后，由事件所在部门主管负责组织制定恢复重

建计划，并督促跟踪计划的实施。恢复重建计划应包括具体项目、可

行性分析、完成时间、资金投入、预期效果、责任部门与验收条件等。 

6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6.1 人力资源保障人力资源保障人力资源保障人力资源保障    

6.1.1公司对承担环境应急相关工作的人员（领导小组及各专业组），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

实施考核。 

6.1.2 公司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性演练，检

验并提高应急指挥、信息报告、污染控制、人员救护的能力。相关部

门根据需要开展专业演练（如危险化学品泄漏等）。 



 

 31

6.2 财力保障财力保障财力保障财力保障    

6.2.1 行政人事部依据公司环境应急能力现状，每年 12 月评估下年度

项目的资金需求，报公司领导审批后，列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这

种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人员训练、应急物资采购、课题研究等。 

6.2.2 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时，应急保障组请示领导小

组组长或副组长同意后即可支出，财务部门应积极配合。 

6.3 物资保障物资保障物资保障物资保障    

6.3.1 公司根据环境危害因素的特点及可能的事件类别，进行必要的

应急物资储备。储备的应急物资数量、种类应与公司的环境风险程度

相适应（公司现有应急物资见附件 6）。 

6.3.2 公司的应急物资应贮存在专用仓库，实行专人管理。应急物资

仓库应做好通风、防潮工作。仓库管理人员应将应急物资登记造册，

及时申请更新即将到期的物资。 

6.4 通信保障通信保障通信保障通信保障    

6.4.1 公司的主要通讯手段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对讲机。所有承

担应急职责的人员均配备移动电话，确保全天 24 小时开通，应急处

置现场可使用对讲机。 

6.4.2 公司与应急相关方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当内外部应急联系电

话变更时，行政人事部应对联系电话进行更新，以保证信息的快速传

递和反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6.5 纪律保障纪律保障纪律保障纪律保障    

公司各部门应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机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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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顾全大局，积极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情况将作为部门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6.6 安全防护安全防护安全防护安全防护    

6.6.1 应急响应过程中，应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好本公司员工及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 

6.6.2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件的特点，配备相应专业

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现场的安防管

理规定。    

6.7医疗卫生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医疗卫生保障医疗卫生保障    

6.7.1 行政人事部负责落实与地方医疗卫生、职业病防治部门的应急

医疗救援协议的签订，落实急救药箱药品，急救器材的配备与更新。 

6.7.2行政人事部负责落实组织现场医疗救护人员与医疗急救人员定

期的医疗急救知识与技术的培训。   

6.8交交交交通运输保障通运输保障通运输保障通运输保障    

6.8.1公司所有车辆在应急救援时将被征用于运输保障工作。 

6.8.2 应急救援时除被征用车辆留在厂区外，其他车辆将移至厂区非

救援通道上待命。 

 

7 预案管理预案管理预案管理预案管理    

7.1 预案的培训与演练预案的培训与演练预案的培训与演练预案的培训与演练    

7.1.1 行政人事部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环境应急处置队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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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本预案及其专项预案、现场处置预案。 

7.1.2 公司通过墙报、多媒体等手段，将本预案的相关规定传达至全

体员工，提高全体员工的应急意识与技能。 

7.1.3 公司每年组织一次综合演练，各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安排

专项演练，所有演练应精心策划、认真实施并做好总结。 

7.2 预案的更新预案的更新预案的更新预案的更新    

应急预案每 3 年进行一次修订；当出现下列情况时，行政人事部

应及时组织对预案进行修订： 

（1）公司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了较大变化； 

  （2）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

整； 

  （3）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4）环境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了变化； 

（5）公司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7.3 预案的备案预案的备案预案的备案预案的备案    

本预案及其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预案经专家评审通过后报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备案。 

经修订后发布的应急预案应重新备案。 

 

8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8.1预案解释预案解释预案解释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深圳市鑫溢电路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组织制订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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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8.2 预案实施时间预案实施时间预案实施时间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9999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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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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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周边周边周边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性质 方位 距离 联系方式 

大气环境 

沙井人民医院 

医院 

东北 2000 米 27722241 

万丰医院 东面 4300 米 84862531 

京大男科医院 东面 2200 米 32987777 

宝济门诊大楼 东北 2500 米 27237353 

深圳市和平中英文
实验学校 

学校 

南 3700 米 61180857 

翻身实验学校 
（西校区） 

南面 2700 米 89474670 

桥头小学 东南 4300 米 29797637 

华南中英文学校 东南 2700 米 27225266 

万丰小学 东 3900 米 29931037 

开元实验学校 东南 3000 米 21507257 

第七高级中学 西北 662 米 85392207 

蚝业小学 东北 2400 米 29098602 

沙井中学 东北 3600 米 29856630 

荣根学校 东北 2800 米 29855433 

沙四社区 

居民
居住
区 

东面 2100 米 27338268 

和一社区 南面 1500 米 81722938 

民主社区 西北 978 米 29919056 

塘尾社区 东南 3300 米 2737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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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合同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合同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合同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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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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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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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名单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名单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名单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名单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办公电话办公电话办公电话办公电话    

陈啸飞 总经理、领导小组组长 13510357126 0755-81773839 

陈啸枫 副总经理、领导小组副组长 15012664790 0755-81773839 

林进成 

（兼任） 
行政人事部经理、应急办公室主任 18948175018 0755-81773839 

林进成 行政人事部经理、综合协调组组长 18948175018 0755-81773839 

廖志伟 行政人事部主管、综合协调组副组长 15989547337 0755-81773839 

卢柳娟 财务部主管、应急保障组组长 13148816830 0755-81773839 

米海刚 保安队队长、应急保障组副组长 13554893106 0755-81773839 

张礼春 创飞格派驻公司废水站站长、 

应急监测组组长 

13430683676 0755-81773839 

程永超 创飞格派驻公司废水站操作员、 

应急监测组副组长 

18682401309 0755-81773839 

吉伏生 采购部主管、现场处置组组长 13510509065 0755-81773839 

黄保良 机修部领班、现场处置组副组长 13751139768 0755-81773839 

程永恒 
创飞格派驻公司废水站经理、 

废水应急处置组组长 
15919428255 0755-81773839 

陈  旺 
创飞格派驻公司废水站操作员、 

废水应急处置组副组长 
18007409624 0755-81773839 

黄小武 专家咨询组组长 13590391559  

戴晖毅 专家咨询组组员 13922837260  

彭荫来 专家咨询组组员 15815552515  

徐友根 专家咨询组组员 13802272321  

孟繁夫 专家咨询组组员 1868875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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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外部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外部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外部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外部救援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信息报告对象信息报告对象信息报告对象信息报告对象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    备备备备            注注注注    

宝安区沙井消防中队 119 

/ 

沙井人民医院 120 

沙井街道办应急指挥中心 0755-27728635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0755-27756420 

深圳市创飞格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程经理 

15919428255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深圳

市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的重要成员之一，

将在鑫溢电路公司的消防废水处理、危险

品/危险废物大量泄漏等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的应急处置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程部长 

1366265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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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应急应急应急应急设施及应急物资清单设施及应急物资清单设施及应急物资清单设施及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器材名称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状况状况状况状况    设置地点设置地点设置地点设置地点    

1111    毛巾 疏散捂口鼻 10 张 良好 材料仓库 

2222    警戒绳 拉警戒线用 5 卷 良好 材料仓库 

3333    消防铁锨 铲沙 10 把 良好 
危险化学品仓、废水站应

急物质存放区 

4444    消防沙包 
吸附清理泄漏及堵
塞雨水口使用 

80 包 良好 
生产车间及化学品仓、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5555    消防散沙 吸附清理泄漏 4 处 良好 废水站、各危化品仓库 

6666    消火栓 消防灭火用 10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7777    消防水池 储水消防备用 2 处 良好 楼顶 

8888    绝缘手套 应急防护使用 8 双 良好 材料仓库 

9999    微型消防站 应急防护使用 1 个 良好 保安室 

10101010    警戒灯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材料仓库 

11111111    应急照明、出口灯 停电应急用 32 处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12121212    紧急洗眼器 液体溅入眼睛 10 个 良好 生产车间、废水站 

13131313    橡胶耐酸碱手套 酸碱操作抢修 10 双 良好 
危险化学品仓、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4141414    橡胶耐酸碱水鞋 应急防护使用 10 双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5151515    防腐蚀护目镜 应急防护使用 10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16161616    过滤式防毒面罩 应急抢险用 10 个 良好 
化学品仓、废水站应急物

质存放区 

17171717    干粉灭火器 灭火 若干 良好 生产车间及办公区 

18181818    手推式干粉灭火器 灭火 8 具 良好 生产车间 

19191919    安全绳 救治伤员用 30 米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0202020    急救药箱 救治伤员用 4 个 良好 
保安室、硫酸仓、采购部、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1212121    应急照明灯 停电搜救伤员 1 个 良好 材料仓库 

22222222    潜水泵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3232323    正压式呼吸器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4242424    手电筒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5252525    安全帽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6262626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应急使用 1 台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7272727    便携式鼓风机 应急使用 1 台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8282828    担架 应急使用 1 套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29292929    救生圈 应急使用 2 个 良好 废水站应急物质存放区 

    

物资管理人物资管理人物资管理人物资管理人联联联联系方式系方式系方式系方式：：：：林进成林进成林进成林进成        1111894817501889481750188948175018894817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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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1            1            1            1            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周边水系图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周边水系图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周边水系图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周边水系图    

    

    

    

    

    

    

    

    

    

鑫溢鑫溢鑫溢鑫溢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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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2            2            2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5KM5KM5KM5KM 范围内范围内范围内范围内，，，，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包括了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包括了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包括了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包括了：：：：    

受纳水体受纳水体受纳水体受纳水体------------茅洲河茅洲河茅洲河茅洲河；；；；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医院及社区等医院及社区等医院及社区等医院及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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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3              3              3              3              厂区四邻关系图厂区四邻关系图厂区四邻关系图厂区四邻关系图    

    

    

    

    

    

    

    

    

    

    



 

 54

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4444                                                                厂区平面布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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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5555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雨雨雨雨污管网污管网污管网污管网图图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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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附图 6                6                6                6                            紧急疏散路线图紧急疏散路线图紧急疏散路线图紧急疏散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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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一一一一：：：：    

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置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切实保

障环境质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突发环

境安全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对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1.4.1 现场处置组会同事发部门实施紧急现场处置，控制及消除污染、

救护伤员。 

1.4.2 应急监测组负责对空气、水体污染因子的应急监测，或根据需要

联系汇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对空气、水体或土壤污染物进行应

急监测，为应急领导小组提供精确数据。 

1.4.3 应急保障组负责为现场处置提供必需的应急物资，负责对外的信

息报告与联络工作；负责联系医疗单位紧急救护伤员。 

1.4.4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现场处置、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等提供技

术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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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    

2.1 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清单及最大储存量如下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最大储存量最大储存量最大储存量最大储存量    存放点存放点存放点存放点    使用部门使用部门使用部门使用部门    

1 硫酸 1.4 吨 酸仓 生产部、废水站 

2 硝酸 
公司有使用，但不储存 

 

 

 

  

 

 

 

 

生产部 

 

 

 

3 盐酸 

4 开油水 0.08 吨  

易燃品仓 
5 工业酒精 0.06 吨 

6 洗网水 0.08 吨 

7 氢氧化钠 1 吨  

碱仓 
8 碳酸钠 1 吨 

9 氨水 0.1 吨 

10 碱性蚀刻液 6 吨  

槽桶放置区 
11 氨水 2 吨 

12 退锡水 3 吨 

13 高锰酸钾 0.1 吨 氧化剂仓 

14 双氧水 0.4 吨 

15 过硫酸钠 1 吨 过硫酸钠仓 

16 氢氧化钠 1 吨  

废水站中转仓 

 

废水站 
17 硫化钠 1 吨 

18 氢氧化钙 2 吨   

19 次氯酸钠 4 吨   

2.2 公司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的类型主要为：公司在贮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因丢失、泄漏、突发事件救援不当等，造成危险

化学品以废水、废气和废渣等形式排放进入环境，致使大气或水体环境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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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 

3.1 将危险化学品的贮存和使用纳入到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中，定期或

不定期地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对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是否存在腐蚀穿

孔、密封不良、老化等进行重点检查。 

3.2 依据相关法规、标准编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培训员工按制

度进行操作。对员工进行专业的操作培训，如：杜绝员工野蛮操作、装

卸撞击、摩擦导致包装破损等现象发生。 

3.3 公司应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充足相应的应急

物资，如防泄漏装置、防毒面具、消防器材等，以便实施应急处置。 

3.4 存放和大量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应设置应急处理装置，发生事故

时，尽量将泄漏出来的物品导入应急处理装置，将污染物控制在厂区内，

减少环境影响。 

3.5 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存放区应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或区域。专用仓库/区域的场地选

择、层数、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占地面积、电气设置、紧急疏散等必

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储存，灭火方法不同的危险化学品

不能同库储存。 

3.6 酸仓、碱仓以及易燃仓均配置了防爆灯、防爆开关、防爆抽风扇、

悬挂式自动灭火器，地面均有防腐措施，所有化学品桶均放置在各自托

盘内。酸仓和碱仓还配置了消防沙、消防铲、紧急洗眼器、防毒面罩、

防护眼镜等应急物质。 

3.7 公司各部门发现有危险化学品泄漏或不相容危险化学品发生事件等

异常迹象时，应果断采取转移、堵漏等措施，实施紧急处置。同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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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事部。当危险化学品意外泄漏进入厂区的市政管网或雨水管网

时，现场处置组对泄漏物进行拦截、收集、转运，避免引起污染。 

 

4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    

4.1 行政人事部接到关于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事件的报告时，应立

即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 

4.2 应急领导小组接报后，视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本应急预案。

若启动本应急预案，就自动组成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任

现场指挥官），立即通知现场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组、专家

咨询组集结赶赴事发现场。 

4.3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事发部门的负责人应在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现场

组织本部门的应急力量开展处置工作，如堵塞泄漏点、救护伤员等。 

4.4 所有应急无关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有序撤离。人员

到达指定地点后，各部门负责人应清点人数，并将结果报现场指挥部。 

4.5 对于现场中毒或被灼伤的人员，应急保障组应立即请求 120 支援送

病员到沙井人民医院或就近医院救治。 

4.6 对于酸仓存放的桶装酸大量泄漏，可用大量的沙子对地面的液体酸

进行吸收处理，必要时用防汛沙袋围堵。应急人员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所有现场处理后的物品均应作为危险废物转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4.7 如泄漏物即将流入雨水、污水或清净水排放系统，应及时采取封堵

措施，如：关闭雨水总排口的阀门或用沙包堵住总排口，防止对地表水

造成污染。如泄漏物已经流入雨水总排口等，应立即向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宝安管理局如实汇报，以便环保政府部门采取联动应急预案，最大限

度的减少对受纳水体的污染。 

4.8 对于应急处置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件产生的消防水，往往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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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化学品污染物，应采取拦截、收集措施，请专业环保公司将消防

水托运处理，防止直接排入受纳水体。 

4.9 当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予以支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

官应立即向沙井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5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5.1 应急工作组成员到达污染事件现场后，应根据空气污染物的危险、

危害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如果是在较密闭的空间出现空气污染事

件，就有中毒、窒息的极大可能性，必须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

防止烧伤、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5.2 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包括了急救药箱、绷带、消防水枪、警戒线等，

具体可参见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 6《应急物资一览表》。 

 

附附附附  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泄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泄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泄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公司使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泄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       

1．氨水/碱性蚀刻液泄漏的现场处置 

对少量泄漏，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路面，吸附泄漏物，

收集吸附泄漏物的沙、土。对大量泄漏，可在泄入路面周围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耐酸碱泵抽取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容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再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

路面，吸附泄漏物。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其进入下水道或排洪

沟等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对于清洗路面的废水应引入废水处置系统，

达标排放。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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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触泄漏物。 

 

2 硫酸/硝酸/盐酸/退锡水泄漏的现场处置 

若硫酸等泄入路面，不得用高压水直接冲洗，以免促使酸雾急剧扩

散至空气中造成二次污染或飞溅伤人。对少量泄漏，用干燥沙、土等惰

性材料洒入泄入路面，吸附泄漏物，收集吸附泄漏物的沙、土，再用干

燥石灰或苏打灰洒入被污染的路面，中和残留的酸。对大量泄漏，可在

泄入路面周围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耐酸泵抽取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容

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再用干燥石灰

或苏打灰洒入被污染的路面，中和残留的酸。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

防止酸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等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对于清洗路面的废

水应引入废水处置系统，达标排放。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接接触泄漏物。 

 

3氢氧化钠/硫化钠/氢氧化钙的现场处置 

若固体泄入路面，可用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尽

可能地全部收集。若液碱泄入路面，对少量泄漏，先用干燥沙、土等惰

性材料洒入污染路面、吸附泄漏物，收集吸附有泄漏物的沙、土；再用

稀醋酸溶液喷洒路面，中和残留的碱液。对大量泄漏，可在泄入路面周

围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中，安全转移至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置；再用稀醋酸溶液喷洒路面，中和残

留的碱液。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碱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污染地

表水或地下水。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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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触泄漏物。 

 

4 酒精/洗网水等易燃有机溶剂泄漏的现场处置 

酒精等易燃液体若泄入路面，应先行隔离现场，切断火源。对少量

泄漏，可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或就地取材用木屑、干燥稻草等吸附；

对大量泄漏，用泡沫覆盖，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泵抽取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处

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污染地表水或地

下水。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如：防

腐围裙），不得直接接触泄漏物。 

 

5 高锰酸钾泄漏的现场处置 

对少量泄漏，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路面，吸附泄漏物，

收集吸附泄漏物的沙、土。对大量泄漏，可在泄入路面周围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耐酸泵抽取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容器中，安全转移至持有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再用干燥沙、土等惰性材料洒入泄入路

面，吸附泄漏物。处置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其进入下水道或排洪沟

等污染地表水或地下水。 

现场处置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穿防酸碱工作服，不得直

接接触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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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专项预案之二二二二：：：：    

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专项专项专项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置本公司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切实保

障环境质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对危险废物泄漏事件，引起环境污染的应急响应。 

1.4 职责 

1.4.1 现场处置组会同事发部门实施紧急现场处置，控制及消除污染、

救护伤员。 

1.4.2应急监测组负责对空气、水体污染因子的应急监测，或根据需要联

系汇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对空气、水体或土壤污染物进行应急

监测，为应急领导小组提供精确数据。 

1.4.3 应急保障组负责为现场处置提供必需的应急物资，负责联系医疗

单位紧急救护伤员。综合协调组负责对外的信息报告与联络工作。 

1.4.4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现场处置、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等提供技

术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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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    

2.1 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最大储存量如下：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最大储存量 放置区域 

1 污泥（袋装） 20 吨 废水站污泥存放区 

2 膜渣（吨桶装） 2 吨 废水站膜渣存放区 

3 退锡废液 4 吨 槽桶放置区 

4 碱性蚀刻废液 8 吨 

5 粉尘 1 吨  

 

危险废物仓库 

6 废边角料 2 吨 

7 废油墨罐 0.2 吨 

8 废活性炭 0.3 吨 

9 废滤芯/棉芯 0.1 吨 

2.2 公司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的类型主要包括： 

公司在贮存危险废物的过程中因泄漏造成危险废物以废水、废渣等

形式排放进入环境，致使大气或水体环境污染。 

 

3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 

3.1 公司的危险废物仓库（储存场所）应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应设置符合 GB15562.2《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

体废物储存（处置）场》要求的警告标志：三角形边框、黄色背景、黑

色图形；三角形的尺寸为 40cm X 40cm X 40cm。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

相容。仓库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如仓库内需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必须有耐腐蚀的

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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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间隔断。须设置应急槽/应急池和应急处理装置，发生事件时，尽量

将泄漏出来的物品导入应急槽/池，将污染物控制在最小面积范围内，

减少环境影响。 

3.2 将危险废物的贮存纳入到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中，定期或不定期地

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对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是否存在腐蚀穿孔、密封不

良、老化等进行重点检查。 

3.3 培训员工按制度进行操作，如：杜绝员工野蛮操作、装卸撞击、摩

擦导致包装破损等现象发生。 

3.4 公司应针对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充足相应的应急物

资，如防泄漏装置、防毒面具、消防器材等，以便实施应急处置。 

3.5公司污泥以袋装，存放在废水站的污泥区内，有防腐、防泄漏措施，

标识明确。 

3.6槽桶放置区全部配置了各自围堰，且全部防腐，标识明确。 

3.7 公司各部门发现有危险废物泄漏事件时，应果断采取转移、堵漏等

措施，实施紧急处置。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当危险废物意外泄漏进入

厂区的市政管网或雨水管网时，现场处置组对泄漏物进行拦截、收集、

转运，避免引起污染。 

 

4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应急处置程序与措施    

4.1 行政人事部接到如下关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的报告时，应立即

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 

（1）员工关于易挥发的液态危险废物泄漏报告； 

（2）危险废物出现火灾/爆炸事件的报告。 

4.2 应急领导小组接报后，视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本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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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启动本应急预案，就自动组成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任

现场指挥官），立即通知现场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保障组、专家

咨询组集结赶赴事发现场。 

4.3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事发部门的负责人应在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现场

组织本部门的应急力量开展处置工作，如堵塞泄漏点、救护伤员等。 

4.4 所有应急无关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有序撤离。人员

到达指定地点后，各部门负责人应清点人数，并将结果报现场指挥部。 

4.5 对于现场中毒人员，应急保障组应立即请求 120 支援送病员到沙井

人民医院或就近医院救治。 

4.6 当废蚀刻液槽桶破裂且围堰也出现损坏渗漏时，应急人员可用大量

的防汛沙包围堵，必要时可兼用散沙围堵，应急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所有现场处理后的物品应全部作为危险废物转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4.7 如泄漏物即将流入雨水、污水或清净水排放系统，应及时采取封堵

措施，如：关闭雨水总排口的阀门或用沙包堵住总排口，防止对地表水

造成污染。如泄漏物已经流入雨水总排口等，应立即向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宝安管理局如实汇报，以便环保政府部门采取联动应急预案，最大限

度的减少对受纳水体（茅洲河）的污染。 

4.8 对于应急处置危险废物火灾、爆炸事件产生的消防水，往往含有大

量的化学污染物，应采取拦截、收集措施，请专业环保公司将消防水托

运处理，防止直接排入受纳水体（茅洲河）。 

4.9 当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

予以支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官应

立即向沙井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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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5.1 应急工作组成员到达污染事件现场后，应根据污染物的危险、危害

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须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防止烧伤、

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5.2 应急救援所需的物资包括了急救药箱、绷带、消防水枪、警戒线等，

具体可参见综合应急预案的附件 6《应急物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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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一现场处置预案之一现场处置预案之一现场处置预案之一    

突发突发突发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GB21900-2008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废气超标排放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气处理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气处理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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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负责废气处理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    

2.1 废气处理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出废气处理操作规程，将日常维修保养的方法、频次等均

详细编制出。并对操作人员及检查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当上述人员出现

变动或离职时，对新员工必须进行上岗前的专项培训。 

2.2公司的废气处理塔与车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废气塔编号废气塔编号废气塔编号废气塔编号    废气主要污染因子废气主要污染因子废气主要污染因子废气主要污染因子    对应生产线对应生产线对应生产线对应生产线    

VOC 废气处理塔 1#处理塔 苯、挥发性有机物 7 栋 2 楼丝印、烤箱 

碱性废气处理塔 2#处理塔 氮氧化物 7 栋 1 楼蚀刻工序+2 楼显影工序 

酸性废气处理塔 3#处理塔 硫酸雾 7 栋 1 楼电镀手动缸+2 楼磨板机 

酸性废气处理塔 4#处理塔 7 栋 1 楼电镀自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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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如下： 

 

 

酸碱综合废气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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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废气执行的排放标准： 

酸碱废气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5 标准，

有机废气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Ⅱ时

段标准。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限值限值限值限值（（（（mg/Nmmg/Nmmg/Nmmg/Nm
3333））））    排放位置排放位置排放位置排放位置    

1 硫酸雾 30 酸性废气排放口 

2 氮氧化物 200 碱性废气排放口 

3 苯 1 
有机废气排放口 

4 挥发性有机物 80 

2.5废气超标排放原因分析： 

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引起公司废气超标排放： 

1)废气净化装置换药不及时或吸附饱和，废气未经有效净化直接排放； 

2) 处理工未对处理系统按频次点检，未发现电机或处理设施配件损坏； 

3）处理工操作失误，加药质量、选药类型不合理； 

4) 废气处理药水未按工艺要求及时更换或添加； 

5）填料未定期清洗或更换，填料被废气中的粘稠物所堵塞废气中和交

换面积减少，循环水未定期更换； 

6）废气输送管道破损。 

2.6 预防措施 

2.6.1对废气处理设施定期检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的电机装置。 

2.6.2加强与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当废气量或污染因子浓度可能超标时

提前预告。 

2.6.3 公司制定并严格执行废气净化操作规程，对废气处理设施定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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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及时更换药品或吸附物品。 

2.6.4建立长效的环境隐患排查机制，杜绝带病运行，提高设备设施的安

全可靠性。 

2.6.5针对空气污染的风险特征，预先准备好相关的应急物资，如喷淋装

置、防毒面具等。 

2.6.6 行政人事部定期请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公司废气实施监测，发现异

常或超标等情况及时处置。 

 

3    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    

3.1 应急处置员应穿戴与污染物的危险危害特性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用

品，并按以下顺序实施救援行动： 

（1）查明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原因、已造成的污染范围、影响

程度、影响后果等情况，及时向现场指挥官和专家咨询组报告； 

（2）实施现场处置行动。 

3.2 对于废气处理设施导致的废气突发超标排放，应按以下顺序进行现

场处置： 

1）立即对产生废气的生产工序发出停止运行指令，停产发布权限由现

场副总指挥以上权限的人员发布。 

2）应急处置员同时对外散的有害气体及时喷洒消防水进行洗消，降低

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3）在应急专家的指导下，应同时对废气处理设施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如更换药水、更换管道、故障电机设备等。 

在上述处置工作中，应发挥整体的救援体系作用，采取最为直接、

有效的措施达到应急处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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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于周边居民的投诉，公司应正确理解，必要时指派公司代表与居

民代表接洽，说明公司解决问题的诚意，协商共同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

对废气进行监测。同时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等上级行政人事

部门做出书面承诺，在限期内进行整改，杜绝废气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

响，以避免被政府约谈甚至处罚。 

3.4 当废气超标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时，按照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规定，提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予以支

援。当事件严重到有必要将公司及周边单位人员疏散时，现场指挥官应

立即向沙井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寻求援助。 

 

4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4.1 在应急处置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2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的发生。 

4.3 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时，由行政人事

部负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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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二二二二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

高效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水处理站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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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水处理站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废水处理站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    

2.1 超标排放的主要致因及环境风险分析    

2.1.1 主要污染因子及排放量一览表 

 

1 废水站设计日处理能力 150 吨 

2 排污许可证允许的日排放量 105 吨 

3 平均日排放量 100 吨 

4 应急池容量 50 吨 

5 废水污染因子 PH、COD、总铜、氨氮、总磷、总氮 

 

2.1.2 废水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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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3333 废水超标排放原因分析 

 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引起公司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1）生产废水量骤增超过设计处理量，如生产量陡然增大； 

（2）废水浓度过高； 

（3）电力供应不足或停电； 

（4）废水处理设施故障； 

（5）加药不及时； 

（6）生产人员误操作； 

（7）排放水池监测不及时或数据有误； 

（8）和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 

（9）废水管网跑、冒、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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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污泥沉积过量； 

（11）火灾引起次生性废水污染； 

 

2.2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预防措施    

（1）按照环保主管部门的规定，严格实行废水的总量控制，产量、

废水量与污水处理站的处理能力合理匹配。 

（2）废水处理站加强与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当废水量或污染因

子浓度可能突然升高时提前发出预警信息。 

（3）加强废水处理设备设施及废水管道的维护、管理，发现故障

及时修复。定期清理废水池的污泥，并妥善存放、转运。 

（4）备用发电机保证在短时间内连续供电。 

（5）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废水处理操作规程，实行标准化操作；

操作人员外送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6）做好总排口的污染因子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 内部检测机制： 

*在线监测：24 小时连续监控 PH、COD、总铜、流量。 

# 外部监测机制： 

 *由专业有资质检测机构定期对公司废水 PH、COD、总磷、氨氮、总铜、

总氮监测一次； 

# 应急检测机制： 

 *出现紧急情况后，由废水处理站员工对 PH 值、COD 进行紧急检测； 

 *应急监测组紧急联系外部专业监测机构扩大应急，寻求支援。 

（7）废水各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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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物名称 标准（mg/l） 

1 PH 6-9（无量纲） 

2 COD 80 

3 总铜 0.5 

4 总磷 1.0 

5 氨氮 15 

6 总氮 20 

 

3    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    

3.1 废水污染因子出现超标时的应急流程： 

（1）确认废水超标时，立即关闭总排口，拧开应急阀，用泵将超标废

水抽入应急池，应急池的有效容量为 50 方。当应急池的水位达到 70%

时，现场副指挥官权限以上的人员通知生产部门实施部分停产以减少废

水排放；当应急池的水位达到 85%时，现场副指挥官权限以上的人员通

知生产部门立即停产停排。 

（2）化验室对废水检测，并制定出应急方案，通过调整加药量等方法

对废水进行处理； 

（3）对再次处理后的废水进行检测，直至达标； 

（4）待以上步骤全部执行完毕后，将废水完全达标排放。 

 

3.3.3.3.2222 具体事件的处置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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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件 处置措施 

1 PH 值超标 

如 PH值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调节池，投加适量的氢氧化钠或硫酸，并加大

监测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2 COD 超标 

如 COD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生化系统,并适当延长反应时间,同时加大监测

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3 总 Cu 超标 

如总铜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调节池，并投加适量的硫化钠或氢氧化钠,确保

PH 在 10-12 之间,同时加大监测频率, 使之达标排放。 

4 总磷超标 
原因多为：生物脱磷未达到效果。故而加大脱泥的频次，

以达到总磷浓度下降。此外，可加大絮凝剂的量。 

5 氨氮超标 
立即检查氨氮总氮降解菌的含量，同时检查曝气池各种

参数是否正常，并适当降低曝气强度。 

6 总氮超标 

如总氮超标，首先将超标废水抽至应急池暂存，然后将

废水泵入生化系统,并适当延长反应时间,同时加大监测

频率,使之达标排放。 

7 
废水管网跑、冒、滴、

漏 

如属管道污堵,则通知相关部门停止生产,停止所属管网

的设备生产,投加适量的清洗药剂疏通管道,同时将溢流

出来的污水紧急收集到其它运行设备的污水箱,使之输

送到污水站处理;如属管道破裂或粘接老化引起的跑、

冒、滴、漏,则通知相关部门停止生产,紧急进行更换或

焊接管道,同时收集污水。 

8 加药不及时 
暂停处理,废水通过污泥浓缩池经过压泥系统变成滤液

再回到废水调节池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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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4.1 在应急处置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2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的发生。 

4.3 当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需要进行调查取证时，由行政人事

部、废水处理站负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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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现场处置预案之三三三三    

突发火灾突发火灾突发火灾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次生环境污染次生环境污染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事件现场处置预案事件现场处置预案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火灾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地处置突

发性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国务院第 373 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火灾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发生区域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为 

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发生火灾区域的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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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发生区域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发生区域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与预防措施    

    

2.1 主要的火灾爆炸致因及环境风险分析 

（1）公司生产车间内有各类用电设备，如保养不到位、电气短路或

过载将会引起火灾。公司办公室内配备电脑、空调、复印机、打印机等

多种办公设备，如使用不当、电源线老化等原因，将会引起火灾。 

（2）违规动火作业引起火灾。外来施工方或本公司设备设施维护检

修动火作业过程中，人为失误引起火灾。 

（3）人为破坏造成火灾。 

2.2 火灾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事件 

    （1）灭火的消防水含有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时，将会导致水体

污染。 

（2）由于火灾事件导致危险化学品容器（如：硫酸）破裂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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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泄漏。 

2.3 火灾事件的预防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事件，应采取如下预防控制措施： 

（1）制定科学的安全用电操作规程，要求所有电气安装、维护作

业必须由持证电工实施，平时加强电气设施的专项安全检查，防止短路

或触电事故。 

（2）实行动火作业许可制度，严禁违规动火。 

3 3 3 3 应急处置应急处置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要要要要点点点点    

                                                                                                                        表表表表 1   1   1   1   应急处置措施应急处置措施应急处置措施应急处置措施    

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处置措施处置措施处置措施处置措施    责任人责任人责任人责任人    

事件特征 

1.发生火灾前可能的信号有：烧焦气味、 冒烟、 

电气设备短路、设备异常高温；  

2.火灾警示信号为：烟感报警、消防警铃响起，

消防广播等。 

/ 

首先发现者

报告 

首先发现初起火灾员工立即使用灭火器进行灭

火，同时高声呼叫寻求支援。如果不能迅速扑灭

初起火灾，立即报告现场管理人员。 

首先发现者 

成立现场处

置小组 

现场管理者立即成立现场处置小组：报警员、处

置员、现场维护员。 

现场处置小组

组长 

报告 将事件情况报告给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人。 报警员 

停止作业,疏

散员工 

1.现场维护员立即按响消防警铃； 

2.高声通知抢险之外的人员撤离现场, 安排人员

打开疏散通道, 专人照顾孕妇、病患疏散；  

现场维护员 

电源关闭 立即关闭着火区的电源。 处置员 

可燃性固体

物料火灾 

1.使用干粉灭火器、消防水枪进行灭火； 

2.在完全断电前严禁使用水灭火。 
处置员 

电气火灾的

现场抢险 

1.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 

2.严禁使用水灭火。 

 

处置员 

切断火势蔓

延的途径 

1.冷却和移除受火势威胁的压力及密闭容器； 

2.移除周围的可燃物料。 

处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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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引起易

燃危险化学

品或液体危

险化学品大

量泄漏的次

生环境污染

事件 

1.如包装桶已发生泄漏，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迅速将包装桶移至安全区域，并更换。 

2.少量泄漏用不可燃的吸收物质收容和收集泄

漏物（如：沙子、泥土），并放在容器中等待处

理。 

3.大量泄漏采用围堤、覆盖、收容等方法。 

 

 

 

 

 

 

 

处置员 

灭火的消防

水含有危险

化学品或危

险废物时，引

起对水体污

染的次生环

境污染事件 

（1）用沙包或阀门拦截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 

（2）第一时间联系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清运废水。 

（3）必要时，修筑围堰拦截污水或将污水引致

低洼处，等待处理。 

火灾引起空

气污染 

1、生产部门立即停止生产。 

2、迅速转移伤员至空气新鲜处，使之脱离危险

环境； 

3、现场处置员采取堵漏、喷洒中和、转移等必

要措施，控制污染扩散，降低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处置员 

人员的现场

紧急救护 

1、受伤人员肢体骨折,应采取伤肢固定措施,有

出血时需采取止血措施,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2、如受伤人员被压在重物下面,应立即搬开物

品,抢救受伤人员。 

3、在抢救受伤人员的同时,立即拨打 120 急救中

心电话,进行救治。 

4、发生重伤、死亡事件,保护好现场,配合上级

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处置员 

抢险结束 

经全面仔细检查符合下列应急结束条件： 

1.火灾完全扑灭, 经仔细检查无残留火源； 

2.所有物体已回到常温状态，人员已妥善疏散或

救治。 

事件部门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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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2  2  2  常见危险化学品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常见危险化学品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常见危险化学品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常见危险化学品火灾的应急处置方法    

化学品化学品化学品化学品                                                                                                        火灾扑救方法火灾扑救方法火灾扑救方法火灾扑救方法    

腐蚀品 

腐蚀性物品着火时，可用雾状水、干砂、泡沫、干粉等扑救。硫酸、

硝酸等酸类腐蚀品不能用加压密集水流扑救，因为密集水流会使酸液发

热甚至沸腾，四处飞溅而伤害扑救人员。 

扑救腐蚀性物品火灾时，还应注意节约水量和水的流向，同时注意

尽可能收集灭火过程产生的废水，以免污染环境，甚至污染饮用水源。

腐蚀性物品的火灾扑救，应做好个体防护措施，使用防毒面具、防化服、

防酸碱手套等。 

氧化剂 

氧化剂引起的火灾，一般可用砂土进行扑救；大部分氧化剂引起的

火灾都能用水扑救，最好用雾状水。如果用加压水则先用砂土压盖在燃

烧物上，再行扑灭。过氧化物和不溶于水的液体有机氧化剂，应用砂土

或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剂扑救。这是因为过氧化物遇水反应能放出氧，

加速燃烧；不溶于水的液体有机氧化剂一般比重小于 1（比水轻），如

用水扑救时，会浮在水上面流淌扩大火灾。 

易燃液

体 

一般而言，对比水轻（比重小于 1）又不溶于水的易燃和可燃液体，

如开油水等的火灾，可用泡沫或干粉扑救。初始起火时，燃烧面积不大

或燃烧物不多时，也可用二氧化碳扑救。不能用水扑救，因为当用水扑

救时，易燃可燃液体比水轻，会浮在水面上随水流淌而扩大火灾。 

比水重（比重大于 1）而不溶于水的液体，如二硫化碳、萘、蒽等

着火时，可用水扑救，覆盖在液体表面的水层必须有一定厚度，方能压

住火焰。如使用化学泡沫灭火时，泡沫强度必须比扑救不溶于水的易燃

液体大 3－5 倍。 

    

4 4 4 4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4.1 抢险人员应当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尽量穿防火服、戴好过滤式防护

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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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水灭火时必须先将着火区域的电源关闭； 

4.3 火灾失控，威胁到抢险人员安全时，现场指挥人员下令所有人员撤

离现场； 

4.4 在抢险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5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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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四现场处置预案之四现场处置预案之四现场处置预案之四    

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受限空间突发作业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突发作业事件的应急响

应，公司的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包括了：调节池、污泥池。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废水处理站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废水处理站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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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废水处理站的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安全风险分析环境安全风险分析环境安全风险分析环境安全风险分析与预防与预防与预防与预防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1 废水处理站受限空间作业易导致的事件范围及后果：  

1．中毒事件危害范围及后果：  

   发生中毒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受限空间作业环境中的

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主要有一氧化碳、氰化物、苯、硫化

氢……等造成急性中毒。中毒者一般会出现紫绀、昏迷、惊厥、呼吸困

难、休克等。引起全身各系统与组织（皮肤粘膜、呼吸、消化、循环、

泌尿、血液、神经等）的损害，甚至造成中毒者死亡。 

2．缺氧窒息事件：  

   发生缺氧窒息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受限空间作业环境

中的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其危害后果主要会导致中毒人员

昏迷、死亡（根据受限空间氧气含量及消耗量的不同，其后果有轻有重）。  

2.2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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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废水处理池受限空间场所以及在受限空间场所作业前应做好如 

下预防措施： 

（1） 我公司或外来施工方人员拟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事先向 

行政人事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同意获得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后方可

启动作业程序。外来人员还需佩戴自带的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2） 公司安全主任应对拟进入废水处理池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进

行安全交底。 

（3）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应关闭进、出口的管道阀门，排空池 

内废水，实施强制鼓风换气，需 10 倍池容量的空气置换。但严禁直接

向废水处理池排放氧气或富氧空气。须确保 H2S、CO 的浓度分别在

10mg/m3、30mg/m3 以下，且空气中的含氧量不低于 18%，否则应继续通

风换气。 

    （4）作业人员必须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如：雨鞋、手套、

防护服、过滤式防毒面具等。  

（5）作业人员进入受限空间工作过程中，应派专人实施安全监护，

同时应急物资必须现场摆放，包括：便携式鼓风机、防毒面罩、安全绳

等。当发现作业人员出现中毒或窒息症状时，抢救者必须戴上过滤式防

毒面具方可进入施救。 

 

3 3 3 3 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     

  

3.1 员工一旦发现已经发生了受限空间作业事件或发现受限空间有受伤

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管理人员。 

3.2 现场管理者立即成立现场处置小组：报警员、处置员、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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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事件情况报告给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人。 

3.3 现场处置员用鼓风机立即向事件发生场所进行简单、快速的鼓风，

然后迅速戴上过滤式防毒面具，并携带绳子进入受限空间。 

3.4 处置员先用安全带系好被抢救者两腿根部及上体妥善提升使患者脱

离危险区域，避免影响其呼吸或触及受伤部位。  

3.5 抢险过程中，受限空间内抢险人员与外面监护人员应保持通讯联络

畅通并确定好联络信号，在抢险人员撤离前，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

位。  

3.6 救出伤员后，对伤员进行下述方式的现场急救，并尽快将伤员转送

医院。 

3.6.1中毒急救  

（1）由呼吸道中毒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到新鲜空气流通的地方。  

（2）经口服中毒者，立即洗胃，并用催吐剂促其将毒物排出。  

（3）经皮肤吸中毒者，必须用大量清洁自来水洗涤。  

（4）眼、耳、鼻、咽喉粘损害，引起各种刺激症状者，须分别轻重，

先用清水冲洗，然后尽快送往医院，由专科医生处理。  

3.6.2 缺氧窒息急救  

（1）迅速撤离现场，将窒息者移到有新鲜空气的通风处。  

（2）视情况对窒息者输氧，或进行人工呼吸等，必要时严重者尽快送

往医院，由医生处理。  

（3）佩戴呼吸器者，一旦感到呼吸不适时，迅速撤离现场，呼吸新鲜

空气，同时检查呼吸器问题及时更换合格呼吸器。 

 

4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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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紧急救援时注意事项： 

（1）禁止在情况不明或无防护情况下，现场处置员盲目进入事故

现场，须保证人身安全。 

（2）处置员必须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呼吸器、工作服、

工作帽、手套、工作鞋、安全绳等），防止受到伤害。 

（3）在就近安全地带紧急抢救受伤人员，必要时及时转送医院救

治。 

（4）紧急抢救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因一时抢救无效而轻易放弃

抢救。 

（5）若出现财产损失，在优先抢救人员的前提下，及时抢救财物，

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4.2 在抢险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3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止再次造成事件。

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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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预案之五现场处置预案之五现场处置预案之五现场处置预案之五    

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发生，安全、有序、科学、高效

地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应急组织及职责 

紧急情况发生时, 发生污染事件的当班负责人应迅速成立以本人 

为组长的现场处置小组, 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现场处置小组组长 

（当班负责人） 

报警员 处置员 现场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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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发生区域的当班最高负责人）： 

负责指挥报警员、处置员及现场维护员, 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 

--报警员（第一目击者）： 

立即报告现场处置小组组长，同时报告行政人事部及本部门负责

人； 

--处置员（部门安全员及部门全体员工）： 

按本处置预案中规定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现场维护员（当班班组长）： 

立即通过喊话通知附近除应急处置之外的人员撤离. 对事件区进

行临时警戒。 

    

2 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分析    

公司运营过程中对土壤产生污染的风险主要来自危险化学品泄漏、

危险废物的泄漏对水体及土壤的污染、火灾产生的次生污染等环节。 

    

3        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应急处置要点 

现场处置方案可参见《综合环境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学品污染

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

案》、《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预案》，具体可见如下应急

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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