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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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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扬子颜料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故后能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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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能避免对公共环境造成的污染

冲击。 

二、公司环境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 

1、认真编制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扬子颜料公司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制小组，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2、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协作 

扬子颜料公司建立自己的救援队伍，积极推进企业与项目部之间的协作，与

相邻的企业、社区建立了合作关系。 

3、注意在资金上投入 

2020 年，扬子颜料公司投入资金对部分应急救援物资进行更换和补充。 

4、强化应急救援演练 

为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经常性组织演练活动，处置突发环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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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的演练活动。扬子颜料公司计划每年举行一、两次环境事故演练，检验预案，

锻炼队伍，有效地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并计划每年举行几次这样的演练。 

5、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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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应急知识宣传及教育培训工

作。如每年都要以培训、板报、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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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在的问题 

救援队伍、专业人员和救援装备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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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承担社会

救援任务的需要。 

四、公司内部救援资源 

 1、预案制定 

扬子颜料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机构 

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以及减轻事故所造成的危害，扬子颜料公司成立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救援机构。包括：应急指挥部、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机构。详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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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组织救援实施结构图 

3、领导机构 

扬子颜料公司的应急领导机构称为“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应

急管理办公室组成。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公司的总经理担任，副总指挥为厂长，

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由行政部负责，组员主要为公司的部门经理和主管等骨干人

员。 

4、应急救援队伍的组成 

应急工作机构是依据实际需要设定的，是紧急情况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时在

应急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应急工作机构有：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信

息联络组、应急监测组、安全保卫组、应急消防组、医疗救护组、环境应急专家

组。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由扬子颜料公司的总经理全权指挥，行政主管和车间主

应急指挥部 

现场处置组 

应急保障组 

信息联络组 

安全保卫组 
应急管理办公室 

医疗救护组 

应急消防组 

应急监测组 

环境应急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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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为副总指挥，其主要组成人员皆由公司的主要核心担任，具体名单和联系方式

具体见表 4-1。 

表 4-1 应急救援队伍 

机构名称 

组成人员 

预案职级 所在部门及职务 姓名 手机 

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 总经理 吴涯 13798686098 

副总指挥 厂长 邹海 15827962839 

副总指挥 财务总监 林群立 13928831283 

应急管理办公室 

组长 人事经理 高祥 13923160570 

组员 人事专员 倪念 13825570613 

信息联络组 

组长 车间主管 魏建 15813636132 

副组长 统计员 王翠 15916049175 

组员 采购员 吴艺玲 13827737950 

组员 品管部主管 陈凤鸣 13600306487 

现场处置组 

组长 二车间主管 蔡建成 13679709018 

副组长 研发主管 朱传宝 15718186431 

组员 研发部经理 张立 18814098946 

组员 三车间主管 魏建 15813636132 

组员 保安队长 刘泽华 13620868064 

应急保障组 

组长 设备组 黄静 13928512789 

副组长 设备组 廖永平 18933707132 

组员 新线环保部 黄吉明 136227116969 

组员 新线环保部 吴凤祥 18620262838 

应急消防组 组长 反应组 汪肇鹏 15914558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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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组成人员 

预案职级 所在部门及职务 姓名 手机 

副组长 财务经理 张青蓉 18825529013 

组员 反应组 郑木海 15986195610 

组员 二车间员工 林松金 18319364265 

安全保卫组 

组长 保安队长 刘泽华 13620868064 

副组长 保安 吴记龙 18207572401 

组员 保安 陈水金 15218418189 

组员 二车间 黄伟健 13790063422 

应急监测组 

组长 财务经理 张青蓉 18825529013 

副组长 酸洗 黄耀启 13877642760 

组员 研发 范志荣 18813561143 

环境应急专家组 

组长 环保部主管 张斌斌 18823125515 

组员 人事经理 高祥 13923160570 

医疗救护组 

组长 人事专员 倪念 13825570613 

组员 品检部 吴海燕 13600301643 

组员 财务部 吴梅 15815608370 

1、各应急预案功能小组责任人在事发之时因客观因素不在现场或不能及时到位，则按职级

排列由在位最高职级排列顺序接替对应的应急职务，并履行职责与权力。 

2、对应职务人员离职，由公司职务的继任者，承接其应急预案中的职级，并履行职责与权

力。 

3、事发在夜间或假日，由当值最高职级的员工暂代总指挥之职，指挥协调应急救援；总指

挥到位后职责移交并协助总指挥进行后续的应急预案指挥协调工作。 

4、隶属于应急预案职务的成员，手机需要 24 小时处于开启状况，以应对紧急事故的联系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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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保障 

（1）人力资源保障 

为保证应急救援工作按照预案进行，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效地进行

处理，在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应急救援常识教育的基础上，落实责任制和各项规

章制度。 

①明确对应急工作机构的培训和演练。一般应当针对事件易发环节，每年至

少开展一次演练。应急工作机构主要靠培训和演练来实现应急响应技能的提升，

演练的内容包括报警、现场污染控制、应急监测、洗消、人员疏散与救护等。 

②明确对应急指挥机构的培训和演练。主要使应急指挥人员熟悉应急工作程

序，提高指挥技能。 

③对单位一般工作人员（特别是新员工）的事件报警、自我保护和疏散撤离

等实施培训和演习训练。 

（2）财力保障 

①应急准备工作经费所需资金由各部门申报，应急保障组确认后经公司应急

指挥部审批后，列入年度预算。包括环境事件隐患整改、环境风险源监控、应急

机构建设、应急物资购置、应急预案演练、应急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等费用。 

②应急预案启动后的费用由公司财务部准备专项应急基金或动用储备资金，

保证应急使用，具体数量和管理由应急指挥部批准。 

③应急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3）物资保障 

①公司各部门和单位应当明确各自的应急救援需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

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由应急保障组统

计上述情况并编制清单，由各相关负有应急职责的部门和单位保存，以备应急情

况发生时使用。实际情况在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订。 

②扬子颜料公司仓库根据上述要求对公司应急物资器材进行相应管理，所属

部门根据上述要求对本部门应急物资和器材进行相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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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急保障组和安全部门应定期对应急物资和装备及器材进行定期监督检

查。 

④各部门在接到救援电话后，要迅速召集本部门有关人员，按公司应急救援

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设备等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 

公司应急物资贮备清单见表4-2。 

表4-2  应急物资贮备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设置地点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 安全带 5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2 纱口罩 若干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3 防尘口罩 若干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4 安全帽 10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5 毛巾 若干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6 防毒口罩 10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7 水鞋 10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8 高温鞋 10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9 全面罩防毒面具 5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10 应急喷淋洗眼器 2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11 医药箱 5 办公室 倪念 13825570613 

1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KG） 10 全厂 邹海 18576528768 

13 拖车式干粉灭火器（25KG） 5 全厂 邹海 18576528768 

14 消防栓 5 全厂 邹海 18576528768 

15 应急灯 10 办公室 邹海 18576528768 

16 沙土 5 全厂 邹海 18576528768 

17 应急水泵 2 台 污水站 邹海 1857652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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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设置地点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18 备用发电机 1 台 备用发电机房 邹海 18576528768 

（4）医疗卫生保障 

①公司的接待室负责临时医疗救助。 

②规定在员工集中的办公、休息等重点区域张贴位置图，标识本地点在紧急

状态下可选择的撤离路线以及最近应急防护装备的位置。 

③对外来人员必须安排专人在进入本单位危险区域前告知注意事项，以及紧

急状态下的撤离路线。 

④必要时，拨打120，联系附近医院。 

（5）通信保障 

①信息联络组负责应急日常工作中的联络和信息传递，制定、修订并公布应

急相关部门、单位和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根据职务及在任人员的变动

情况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同时将联系方式发放到公司各部门。 

②负有应急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通信工具加强管理，保证应急职

责的履行。在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赶赴指定地点。 

（6）交通运输保障 

①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应急指挥部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

安排好交通封锁和疏通； 

②通知交警部门设置路障，封锁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防止车辆或者人员再

次进入事故现场； 

③配合好进入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小组，确保应急救援小组进出现场自由通

畅； 

④引导需经过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行人临时绕道，确保车辆行人不受危险物质

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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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治安维护 

与本社区治安巡查支队建立定期沟通和应急求助协议，保证日常交流和非常

时期帮扶求助，维护周边治安安全。与辖区派出所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紧急状况

下进行治安维护和疏导救援。 

五、外部救援资源 

1、单位援助 

与公司最邻近的单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家相互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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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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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水区政府等相邻部门，可以发布支援

命令，调动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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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消防队：扑灭火灾的主要力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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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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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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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见表 5-1，周边敏感点、企业联系方式见表 5-2。 

表 5-1  外部救援电话 

单位名称 电话号码 

公安部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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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电话号码 

消防火警 119 

医疗急救中心 120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0757-83833633 

佛山市三水人民医院 0757-87813210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757-82211214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 0757-83382525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三水分局 0757-87767713 

佛山市三水区应急管理局 0757-87709233 

佛山市三水区环境监测站 0757-87729315 

佛山市三水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0757-87704885 

佛山市三水区应急办 0757-87768003 

区交通运输和城管局南山分局（镇环保局） 0757—87210853 

佛山能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监测单位） 0757-66866973 

佛山市中科开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危废单位） 13702756106 

表 5-2  周边敏感点、企业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1 长荣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3809252828 

2 佛山市三水贝卡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13703069550 

3 广东顺发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13925920274 

4 佛山市三水嘉得邦化工有限公司 0757-87218711 

5 佛山市卓尔康建材装饰公司 13902846449 

6 佛山瑞萨纳建材有限公司 13929088552 

7 佛山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0757-87276829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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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事业单位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1.调查概述 

调查开始时间 2020 年 5 月 6 日 调查结束时间 2020 年 5 月 17 日 

调查负责人姓名 邹海 调查联系人/电话 倪念/13825570613 

调查过程 

（简要说明调查过程） 

2020 年 5 月 6 日，成立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小组；并开调查动员会和

调查启动仪式； 

2020 年 5 月 7 日；开调查培训会议； 

2020 年 5 月 8 日~2019 年 12 月 13 日；进行数据采集； 

2020 年 5 月 14 日，进行调查信息分析 

2020 年 5 月月 15 日~2020 年 4 月 17 日，进行调查报告编制，形成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2.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如果为“有”，应附相应调查表） 

应急资源情况 
资源品种： 18 种； 

是否有外部环境应急支持单位：√有,   2  家；□无 

3.调查质量控制与管理 

是否进行了调查信息审核：√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信息档案：√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更新机制：√有；□无 

4.资源储备与应急需求匹配的分析结论 

□完全满足；□满足；√基本满足；□不能满足 

5.附件 

一般包括以下附件： 

5.1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企事业单位环境应急资源调查表 

调查人及联系方式：倪念  13825570613     审核人及联系方式：邹海  15827962839 

企事业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佛山市扬子颜料有限公司 

物资库位置 公司内部 经纬度 / 

负责人 

姓名 邹海 

联系人 

姓名 倪念 

联系方式 15827962839 联系方式 13825570613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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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个）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注 

1 安全带 / —— 5 2029 年 3 月 救援  

2 纱口罩 / —— 若干 2025 年 3 月 防护  

3 防尘口罩 / —— 若干 2029 年 3 月 防护  

4 安全帽 / —— 10 2024 年 3 月 防护  

5 毛巾 / —— 若干 2026 年 3 月 防护  

6 防毒口罩 / —— 10 2029 年 3 月 防护  

7 水鞋 / —— 10 2026 年 3 月 防护  

8 高温鞋 / —— 10 2026 年 3 月 防护  

9 全面罩防毒面具 / —— 5 2026 年 3 月 防护  

10 应急喷淋洗眼器 / —— 2 2026 年 3 月 防护  

11 医药箱 / —— 5 2026 年 3 月 防护  

1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5KG） 

/ —— 10 2026 年 3 月 消防  

13 拖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 —— 5 2026 年 3 月 消防  

14 消防栓 / —— 5 2026 年 3 月 消防  

15 应急灯 / —— 10 2026 年 3 月 应急  

16 沙土 / —— 5 2026 年 3 月 救援  

17 应急水泵 / —— 2 台 2026 年 3 月 应急  

18 备用发电机 / —— 1 台 2026 年 3 月 应急  

环境应急支持单位信息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主要能力 

1 应急监测单位 佛山能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废气、废水监测 

2 危废处置单位 佛山市中科开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处理危废 

 

5.2 环境应急资源单位内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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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等制度 

 

应急救援物资管理与维护制度 

为完善本公司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证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发挥其应有作

用，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特制定环境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制度。  

一、管理制度   

1、 应急救援物资是对突发事件而准备，在应急救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必须

保证应急救援物资在日常完备有效，不得随意使用和挪用。   

2、相关单位对应急救援物资负有储存和保管的责任，对救援物资应定人、定点、定期

管理。   

3、相关单位应该管理人员应明确应急救援库房的钥匙，不得随意的挪动，保证突发事

件时应急救援材料库房可以按时打开.   

4、救援物资责任人应按照规定定期对应急救援物资进行检查、维护、清洁及时更换有

效期以外或状态不良的物资，补充缺失的物资，定期进行清洁工作；如发现严重问题时，应

及时上报，并将检查、维护、清洁情况记录在按。 

5、加强对职工的培训教育，使职工掌握应急救援物资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确

保应急救援物资在日常情况下的完好有效。 

6、物资的保管要依据物资的类别、性质和要求安排适当的存放库房、场地，做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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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合理布局，方便收发作业，安全整洁。 

7、加强物资保管和保养工作，应做到“六无”保存，既无损坏、无丢失、无锈蚀、无腐

烂、无霉烂变质、无变形。   

8、库房、厂院卫生整洁，做到货架无灰尘、地面无垃圾、无积水。   

二、维护制度     

（1） 日常检查       

1、相关单位对设备、防护器材每日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不正常，应在登记本上登记并

及时的处理。       

2、电工定期对备用电气设备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的处理，损坏的及时上报进行更

换。   

3、信息化管理对应对所有的通讯设施进行检查，通话应该畅通，语音应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