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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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资源调查的目的 

在任何工业活动中都有可能发生事故，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巨大能量和有害物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往往造成惨重的生

命、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由于自然或人为、技术等原因，当事故或灾害不可

能完全避免的时候，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

援行动，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的关键甚至是惟

一手段。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

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发布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写了

《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  

编制本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本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能迅速、有序有效地

开展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污染物向周边环境的无序排放，最大可能避免

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和环境的污染。 

2 公司环境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 

2.1 认真编制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在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基础上，结合本公司的实际从人力、资

金、物资、科技、交通、医疗等方面给予应急保障，制定了预防措施、预警措

施和现场处置措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2 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协作 

本公司建立自己的救援队伍，积极推进企业之间的协作，与相邻的企业（厦

门云中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宏盛坤公司、厦门市圣栩服饰有限公司、厦门市

同安金宝艺实业有限公司)、前埔里社区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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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注意在资金上投入 

公司建立环境保护资金，专款专用，定期对安全劳保、环保基建进行维护、

补充，购置救援器材、医疗物资、消防物资和环保药剂。 

2.4 强化应急救援演练 

    为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经常性组织突发生产安全事件的应急

演练活动，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有效地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   

2.5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培训 

为切实提高员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加强对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及教育

培训工作。如每年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都要以培训、板报、季度安全大

检查和考试等形式面向全体员工宣传普及应急、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

灾等知识，努力提高员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为应急管理工作顺利

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3 存在的问题 

救援队伍、专业人员和救援装备有待加强。目前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是企业

自有的、为企业本身服务的救援队伍，其专业技术力量、救援人员和装备，主

要承担本企业应急救援的需要。  

4 公司内部救援资源 

4.1 预案的制定 

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 
 

FI
LT
ER
TE
CH



4.2 组织体系的建立及职责 

4.2.1 内部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 

公司采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模式。公司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应急领导小

组。在平时，应急领导小组确定本公司应急人员的组成与职责、应急器材及耗材

的购置与配备、应急培训与演练等有关本公司的应急管理事宜。在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时，应急领导小组自动转为应急指挥部，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即为应急总指挥，

应急领导小组副组长即为应急副总指挥，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即为应急指挥部成员，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指挥工作。突发环境事件终止后，应急指挥部即转为应

急领导小组，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工作及其突发环境事件的日常管理工作。

公司内部应急组织机构见图 4.1。 

 

 

4.2.2 内部应急领导小组的职责 

详见表 4.1。 

应急领导小组 

后勤保障小组 

交通、运

输、物资、

资金保障 

应急响应小组 信息联络小组 

事 故

抢 救

组 

医 疗

救 护

组 

疏 散

警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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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急

监 测

组 

外部指

挥、协

调 

图 2.1应急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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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公司内部指挥机构职责 

组别 应急状态下工作职责 

总 

指 

挥 

    1、应急总指挥负责本公司应急领导机构的全面工作，包括调动人员、设备、

资金和协调所有应急响应措施等。应急指挥部负责组建应急救援队伍，组织实

施应急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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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生公司级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应急指挥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应

急、救灾、协调、疏散、救护等事宜，使本公司可以迅速处理各种意外状况；

事故结束后，由应急指挥部负责解除公司级及车间级应急救援命令、信号，组

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 

    3、发生社会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公司的应急指挥部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履

行职责前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履行职责后则配合做好应急

处置措施。 

副 

总 

指 

挥 

1、协助总指挥组织事故救援队伍； 

2、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协调、指挥工作； 

3、协调各救援小组分工合作； 

4、总指挥不在岗时，代理执行总指挥职责。 

5、负责向市、区消防单位、安监局、环保局等报告并负责联系外部支援力量。 

事故抢

救组 

1、开展应急处置； 

2、负责事故现场人员、物品抢救； 

3、及时掌握事故进展情况并向指挥部报告。 

4、负责事故现场管道、阀门、生产设备的修复； 

5、协助安全员落实事故救援器材、器具； 

后勤保

障组 

1、在日常工作中，负责应急准备工作，包括应急所需物资、设施、装备、器材

的准备及其维护等； 

2、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为应急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负责提供物资、动力、能

源、交通运输等事故应急的保障工作。 

3、联系受伤员工家属，保障人员就医所需费用； 

4、若需增购救援物资，保障所需资金。 

医疗救

护组 

1、执行有关初级救护事项及和医疗机构联系并提供必要的信息； 

2、准备各种急救药品，负责伤者送医事宜。 

疏散警

戒组 

1、负责事故现场人员、围观人员疏散； 

2、引导相邻单位和附近居民至安全场所； 

3、负责事故现场的安全警戒，划分警戒区； 

4、禁止事故无关人员进入厂区。 

信息联

络组 

1、负责事故信息收集，配合救援工作； 

2、保持与应急指挥部与各小组的联系，掌握事故现状； 

3、负责在事故发生时，联系周边企业、居民；对外沟通、协调，包括对外请求

支援、信息报告。 

应急监

测组 

1、在日常工作中，执行管理机构制定的相关培训、演练计划，参与培训、演练； 

2、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应急监测等工作。 

备注：以上所有联系人，在组长不到位的情况下，由副组长代替组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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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急保障 

4.3.1 人力资源保障 

公司应急小组(见附件1）是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抢险、救援的骨干力量，

担负着公司各类重大事故应急处置任务。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应急人员

的应急培训和应急演习计划，以提高应急人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素质和能力。

当遇到突发环境事件时，公司的应急小组成员及员工应以服从应急领导小组的

指挥、安排为首要任务，根据应急预案的工作职责安排实现应急行动的快速、

有序、高效；有效地避免或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3.2 资金保障 

公司在每年编制年度预算时列出专项经费 10万元，主要用于应急器材维护

及购置，应急培训，事故发生后的救护、监测、清消等处理费用。 

4.3.3 物资保障 

应急救援需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用途、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

任人等内容见附件 8.1。应急药箱的明细见附件 8.2。管理责任人每个月对应急

物资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登记、修复、申报、更新，

确保各种器材和设备始终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4.3.4 医疗卫生保障 

公司备有应急小药箱（见附件 8.2），内装有应急药物，能做现场简单的救

护。若有必要，应立即将患者送医。 

4.3.5 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保证任何时候（包括：节假日和中夜班）至少有一辆车在厂区待命，

可用于受伤人员的应急救护等（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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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通信与信息保障 

公司建立 24小时值班电话（电话号码：0592-7117392）。公司应急人员的

手机保持 24小时开通。公司对各有关人员和相关单位的联系电话、联系人定期

进行收集更新；更新后的信息要在 24小时内向各部门传达，并更新预案相关附

录。内部应急人员的职责、姓名、电话清单见附件 1，外部应人员的姓名、电

话清单见附件 2。 

4.3.7 科学技术保障 

依托厦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向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咨询，为指挥决策提供专业咨询。不断改进现场处置

技术和装备，同时请市、区级环境监测站、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等为

我司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监测技术及队伍保障。根据环境处置工作的需要，

报告有关部门调集有关专家和技术队伍支持应急处置工作。 

4.3.8 其他保障 

  根据本单位应急工作需求而确定的其他相关保障措施。 

对外信息发布保障： 

（1）发生社会级的突发环境事件，由相应的政府负责发布有关信息；发生

公司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则由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对外发布有关信息。 

（2）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如有记者或村民来访，行政部负责接待，必要

时由环保办协助。任何来访人员未经现场应急指挥部核准，门卫室均不得放行

进入厂区。 

（3）信息发布必须及时、准确，不得隐瞒任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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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部救援资源 

5.1 外部救援 

5.1.1 单位互助 

与公司最邻近的单位有厦门云中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厦门市圣栩服饰有

限公司、厦门市同安金宝艺实业有限公司、宏盛坤公司等,长期以来，同邻近单

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家相互支持、互相切磋、互利互惠。在事故时，

该厂能够给予公司运输、人员、救治以及救援部分物资等方面的帮助。同时也

能够依据救援需要，提供其他相应支持。 

5.1.2 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当事故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向 12369 及区环保分局汇报突发环境事

件的状况，请求区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公安部门：协助公司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

场和污染区。   

    消防队：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 

环保部门：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善后处理建议。  

    电信部门：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故的消息

和发布有关命令。   

    医疗单位：提供伤员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5.2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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