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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本公司应对突发事件

和险情的处置能力，提升公司应急管理水平，保证员工生命财产安

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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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天津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应急机构及职责，建立

了应急指挥系统及应急响应程序，指导应急管理工作指南，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和学习，确保公司应急管理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总经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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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规范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建立健全本公司环境污染事

件应急机制，提高本企业员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并通过本

预案的实施，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事件进行迅速、科学的处置，

以有效地避免或减轻突发性环境事件产生的环境危害，并加强本公

司与政府应对工作的衔接，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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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发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正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月 7

日修正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 12月 1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年 5月 1日起施行）

(8)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9)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方法》（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10)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文）

(11)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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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5日起施行）

(13)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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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2019年 3月 19日印发）

(15)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16) 《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企业版）(2010

年版本)

(17) 《天津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4年 5月 27日起

施行）

(18) 《天津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津政发〔2006〕036

号）

(19) 《天津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5月 13日

颁布）

(2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版

本）

(21) 《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井下工具加工中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 11月）

1.3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天津市滨

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内厂区内所辖范围内可能发生的

所有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具体包括：

液体环境风险物质在贮存、搬运、使用和处置过程中的泄漏事件以

及生产区火灾次生伴生危害环境事件。

1.4 工作原则

环境突发事件由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领导，各部门负责人

各负其责，全体成员分工负责，运转协调有序，反应快速、高效，

处置合法、规范，坚持以下原则：1）既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也要结合本公司实际；2）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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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3）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4）快速响应、科学应对；5）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

1.5 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

本应急预案为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包括各类事故的专

项处置流程和现场处置方案。

当发生安全与环境危害共生事故时，本预案与公司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相衔接，互相支持，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协同应对，

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危害；当发生事故超出本公司应急能力、启动一

级响应时，衔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待政府应急力量到达后，移交指挥权，服从其应急指挥。具体见下

图 1-1：

图 1-1 应急预案体系图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预案
互相支持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向上衔接，

服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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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情况简介

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汇总见表2-1。

表2-1 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1201165693208264

法人代表 刘国庆

单位所在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

所属行业类别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C3512）

建厂年月 2014年 10月

最新改扩建年月 ----

主要联系方式 刘国庆 总经理 18920281293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

主要产品
年产防砂筛管 4万米、井下工具 500套、遇液膨胀

封隔器 177套

厂区面积 厂房建筑面积 18396.81m2

从业人数 35人

工作制度 每天 1班，8小时 1班

2.2 公司主要工程概况及平面布局

公司主要工程概况见表 2-2, 厂房平面布局详见图 2-1。

表 2-2 公司主要工程概况

工程类别 工程内容

主体工程

租赁天津安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有闲置厂房建设天津安东

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井下工具加工中心项目。项目选址于天津

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厂区总占地面积 101743.39㎡。本项目建筑占地面积

78396.81㎡，总建筑面积 18396.81㎡。 本项目建筑包括 3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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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车间，分别为防砂筛管生产车间、工具准备车间、井下工具车

间。本项目生产设施包括电动试压泵、电子万能试验机、封隔器

缠带涨紧装置、高温换气老化箱、恒温加热槽、橡胶挤压机、硫

化槽、平板硫化机、等离子切割机、二保焊机、环缝焊机、金属

氩弧焊关机生产线、开式固定台压力机、螺旋卷管机、排钻床、

普通车床、氩弧焊机、胀口机、直缝焊机、裁网机、数控车床、

数控螺纹车床、数控加工中心、实验防护装置-打压房、C形钳、

空压机等。

辅助工程
厂房内部设置办公区，不设食堂及锅炉，职工就餐采用自带或外

卖形式。

公用工程

给水：本项目供水水源来自工业园区自来水管网提供；

排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用水环节，无生产废水外排，主要为

职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理；

供电：本项目用电依托原有供电系统，由天津电力公司统一供电；

制冷、制暖：办公室制冷供暖均采用空调，车间制冷采用电扇，

供热采用电暖气；

储运工程：原辅料、产品均暂存于车间专用存放区；汽车运入运

出。

环保工程

废气：焊接工序中产生的烟尘，设备上方安装集气装置，废气通

过集气装置进行收集，收集效率为 100%，经收集管道汇集后进

入布袋除尘设备中处理，去除效率为 95%，处理后的废气经一根

20m高 P1排气筒排放；硫化工序中产生的有机废气，设备上方

安装集气装置，废气通过集气装置进行收集，收集效率为 100%，

经收集管道汇集后进入 UV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去除效

率为 60%，处理后的废气经一根 20m高 P1排气筒排放。

废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用水环节，无生产废水外排；外排废

水主要为职工日常产生的冲厕、盥洗废水，经化粪池静置后排入

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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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废金属屑、废橡胶边角料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有物资回

收部门回收再利用；废 UV灯管、废活性炭、废切削液、废油、

废油桶、含油棉纱等危险废物，存于 28㎡的危废暂存间，由有

资质单位回收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噪声：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冲床、磨床、铣床、空压机、除尘设

备风机等。营运期设备正常运转状态下，各噪声源经建筑隔声和

距离衰减后，对四周厂界处噪声影响较小。

厂房平面布局图：

图 2-1 厂房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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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主要原辅材料情况

公司涉及的主要原辅料情况见表 2-3。

表 2-3 公司主要原辅料表

类别 名称 包装规格 年用量/吨 最大存量/吨 所在位置

主要

原料

钢管 捆 4000 300 工具准备车间

不锈钢带 卷 200 180 工具准备车间

不锈钢网布 卷 24000 10000 工具准备车间

三元乙丙橡胶 卷 6 1.6 工具准备车间

机油 筒 2 0.36 工具准备车间

切削液 筒 2 0.36 工具准备车间

氩气 瓶 300 20 工具准备车间

CO2 瓶 50 5 工具准备车间

液压油 筒 2 0.36 工具准备车间

焊丝 捆 1.5 0.5 工具准备车间

丝扣油 筒 200 40 工具准备车间

铜棒 捆 2 0.5 工具准备车间

铝棒 捆 2 0.5 工具准备车间

板纸 卷 20 10 工具准备车间

蓝色包装板纸 无 1000 200 工具准备车间

纸管胶 桶 4 1 工具准备车间

2.4主要设备情况

公司主要的生产和辅助设备有：电动试压泵 2 台、电子万能试

验机 1 台、封隔器缠带涨紧装置 1 台、高温换气老化箱 1 台、恒温

加热槽 1台、橡胶挤压机 1 台、硫化槽 1 台、平板硫化机 3 台、等

离子切割机 6 台、二保焊机 2 台、环缝焊机 3台、金属氩弧焊关机

生产线 1 台、开式固定台压力机 4 台、螺旋卷管机 3 台、排钻床 4

台、普通车床 6 台、氩弧焊机 6台、胀口机 2台、直缝焊机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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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网机 1台、数控车床 13台、数控螺纹车床 2台、数控加工中心 2

台、实验防护装置-打压房 1台、C形钳 4台、空压机 2台。

2.5 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防砂筛管、遇液膨胀封隔器、井下工具。其中

防砂筛管年产 4万米，遇液膨胀封隔器年产 177套，井下工具年产

500套。产品照片如下：

图 2-2 公司产品照片

2.6生产工艺

本项目主要工作流程是将外购原料进行机加工，不涉及喷漆、

电镀等工艺。加工作业主要包括对金属原材料钢棒和铝棒进行切割、

机床加工、焊接等，检验合格即为成品。所有工序均在车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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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风险受体

3.1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厂区边

界外 5km范围内的主要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汇总于表 3-1，公司厂区边

界外 500m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情况见表 3-2。

表3-1 公司厂区边界外5km范围内的主要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序

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性质

1 无暇村 WS 3536 居民区

2 丽霞里 WS 2811 居民区

3 春霞里 WS 3163 居民区

4 钢瑕里 WS 2555 居民区

5 博才里 WS 3053 居民区

6 华盛里 WS 2639 居民区

7 民惠里 WS 2918 居民区

8 森淼里 WS 3195 居民区

9 滨海实验学校 WS 2717 学校

10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WS 3337 学校

11 钢管公司小学 WS 3271 学校

12 和顺家园 WN 3412 居民区

13 渤海石油第三小学 N 4913 学校

14 天津生物工程技术学院 EN 2047 学校

15 天津市军粮城二中 W 4518 学校

16 桂花园小区 ES 3494 居民区

17 金建里 S 3487 居民区

18 秀霞里 WS 2937 居民区

19 中心庄小学 ES 4013 学校

20 天鸿公寓 WN 3811 居民区

21 天津哈弗分公司 WN 2000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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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城汽车公司 WN 1300 企业

23 太钢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WN 1300 企业

24 立中车轮集团 EN 1200 企业

25 联发精密钢铁公司 EN 1500 企业

26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N 707 企业

27 锦湖轮胎公司 E 1000 企业

28 泰达热力公司西区第二热源厂 W 400 企业

29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WS 707 企业

30 天津实发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WS 350 企业

31 天津生物工程学院 EN 2000 学校

32 欧亚卓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E 400 企业

33 浦顶（天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ES 1200 企业

34 金耀集团 EN 4000 企业

35 大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N 3500 企业

36 东方电气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EN 4500 企业

37 一汽丰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N 3650 企业

38 万象药业 EN 3000 企业

39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

中国有限公司发电厂
EN 3140 企业

40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EN 4000 企业

41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N 3000 企业

42 富士康科技集团 N 2500 企业

43 天津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E 200 企业

44 湿地公园 WN 100 企业

45 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S 300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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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23 太钢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 无暇村 24 立中车轮集团

2 丽霞里 25 联发精密钢铁公司

3 春霞里 26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 钢瑕里 27 锦湖轮胎公司

5 博才里 28 泰达热电公司西区第二热源厂

6 华盛里 29 天津雄邦压铸有限公司

7 民惠里 30 天津实发源科技有限公司

8 森淼里 31 天津生物工程学院

9 滨海实验学校 32 欧亚卓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0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33 浦顶（天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1 钢管公司小学 34 金耀集团

公司位置

调查范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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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和顺家园 35 大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3 渤海石油第三小学 36 东方电气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14 民惠里 37 一汽丰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 森淼里 38 万象药业

16 滨海实验学校 39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发电厂

17 天津钢管公司中学 40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18 秀霞里 41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19 中心庄小学 42 富士康科技集团

20 天鸿公寓 43 天津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21 天津哈弗分公司 44 湿地公园

22 长城汽车公司 45 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图 3-2 企业周围 5km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表 3-2 公司厂区边界外 500m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情况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性质

1 湿地公园 N 60 /
2 天津实发新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 200 企业

3 泰达热电公司西区第二热源厂 W 100 企业

4 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S 300 企业

6 天津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E 200 企业

7 欧亚卓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NE 400 企业

注：本企业 500m半径范围内人口分布主要为企业员工，总人口数小于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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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1 湿地公园

2 天津实发新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泰达热电公司西区第二热源厂

4 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5 天津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6 欧亚卓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图 3-1 企业周围 500m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3.2水环境风险受体

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公司在

正常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污水先进入厂区内现

有化粪池，再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开发区西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本项目主要水环境风险途径为液体风险物质泄漏及消防废水经

雨水管网外排，故确定水环境风险受体为黑潴河。经调查，本公司

雨水入排沥渠后，最终排入黑潴河，下游 10 km范围内不涉及饮用

N

公司位置

调查范围



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6

水水源保护区、自来水厂取水口、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特殊生

态系统、水产养殖区、鱼虾产卵场、天然渔场等。且黑潴河未在天

津市划定的生态红线区域内。

综上，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 E3。

表 3-3 公司水环境风险受体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控制水质标准

1 黑潴河 NE 10000 Ⅳ

图 3-3 企业雨水排放下游 10km流经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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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风险辨识与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结论

4.1公司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本公司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

情况如表 4-1。

表 4-1 主要环境风险物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格形态 主要成分 年用量 最大储量 储存场所 运输方式

1 机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2吨 0.36吨 生产车间 汽运

2
切削

液

液态/20L

桶装

三乙醇胺、

羧酸盐防锈

剂 6 聚醚 、

有机硅消泡

剂、 水

2吨 0.36吨 生产车间 汽运

3
液压

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2吨 0.36吨 生产车间 汽运

4
丝扣

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400吨 2吨 生产车间 汽运

5
废机

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 0.2吨

危废暂存

间
汽运

6
废切

削液

液态/20L

桶装

金属颗粒、三

乙醇胺、 羧

酸盐防锈剂

6 聚醚 、有

机硅消泡剂、

水

/ 4.32吨
危废暂存

间
汽运

7
废液

压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 0.2吨

危废暂存

间
汽运

8
废丝

扣油

液态/20L

桶装
矿物油 / 0.04吨

危废暂存

间
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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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厂区环境风险物质理化及危险性质
序号 名称 理化性质 环境风险物质归类

1
机油及

废机油

油状液体，淡黄色至褐色，无气味或

略带异味。引燃温度 248℃，遇明火

高热可燃，相对密度<1（水=1）。

大气环境风险物质

水环境风险物质

2
切削液及

废切削液

油状液体，淡黄色至褐色，无气味或

略带异味。引燃温度 248℃，闪点

76℃，遇明火高热可燃，相对密度（水

=1）1.01（g/cm3，15℃）。

水环境风险物质

3
液压油及

废液压油

琥珀色，室温下为液体。气味：矿物

油特性。避免接触条件：明火、高热

源、极端温度及阳光直晒。其闪点大

于 218°C/432°F(COC)。

大气环境风险物质

水环境风险物质

4
丝扣油及

废丝扣油

黄色膏体，由合成基础油与锂基化合

物混合而成的多功能油脂，经加入了

抗氧化剂、防锈剂及抗腐蚀剂精炼而

成。其具有良好的高、低温性能，在

高温下具有长久的使用性能和稳定

期。其胶体安定性、机械安定性、抗

磨性、抗水性能和粘附性能良好。其

在高温下不滴油、不结焦、稠度变化

小，可承受频繁的挤压，且在使用范

围内不变稀，保证了良好的润滑效果

和密封效果。

大气环境风险物质

水环境风险物质

4.2 主要突发环境事故情景及可能的环境后果

表 4-3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风险物质 事故情景 危害环境途径 最坏情景
防范/

应急措施

储存、使用 储存、危废暂存间 润滑油挥发性极 车间、库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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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物质

时泄漏 及使用区域有良好

的防流散和防渗措

施，无地表水和地

下水危害途径

低，室内泄漏无

明显大气环境危

害；不会流出室

外没有水环境危

害。

危废间可靠防

渗、防流散；

泄漏后吸附收

集及洗消。

搬运时露

天厂区泄

漏

可能经雨水管网外

排

单桶油类物质经

雨水管网外排

后，可能造成黑

潴河轻微油类污

染，但短时间可

恢复。没有明显

水生生态危害。

禁止野蛮作

业。

泄漏后吸附收

集及洗消，雨

水排口控制。

切削液、

废切削液

储存、使用

时泄漏

储存、危废暂存间

及使用区域有良好

的防流散和防渗措

施，无地表水和地

下水危害途径

切削液及废切削

液无挥发性，室

内泄漏无大气环

境危害；不会流

出室外没有水环

境危害。

车间、库房及

危废间可靠防

渗、防流散；

泄漏后吸附收

集及洗消。

搬运时露

天厂区泄

漏

可能经雨水管网外

排

单桶泄漏经雨水

管网外排后，可

能造成黑潴河轻

微有机污染，但

短时间可恢复。

没有明显水生生

态危害

禁止野蛮作

业。

泄漏后吸附收

集及洗消，雨

水排口控制。

油类物

火灾次生

伴生危害

环境事故

火灾伴生 CO经大

气传输；混入油类、

切削液等风险物质

的消防废水可能经

火灾烟雾中 CO

含量极低，不会

造成厂外人群明

显危害，引起轻

消防防范、应

急措施；雨水

排口控制措施

（一般火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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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切削

液、废切

削液

雨水管网外排至地

表水

微大气污染；外

排消防废水可能

造成黑潴河轻微

的油类度有机污

染，但短时间可

恢复。没有明显

水生生态危害

控，消防废水

应急监测及污

染水体监测

（消防废水外

排时）

4.3 环境风险分级结果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企业的大气环境（Q）=0.0052,

水环境（Q）=0.00834，均为 Q0。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8.2风险等级调整规定，

近三年内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未因为违法排放污染物、

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行为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罚，所以不

涉及风险提级，故本公司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一般-大气（Q0）+一

般-水（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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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

5.1 突发环境事件组织机构

本公司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总指挥、副总指挥

组成的指挥部，下设的现场处置组、通讯联络组（应急办公室）、

后勤保障组、环境应急组等小组，以及相应的战时指挥运行机制构

成。一旦启动二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立即由指挥部指

挥转入战时指挥运行机制，各应急岗位各司其职，服从指挥部的人

员、资源配置、应急处置指令。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如下：

总指挥

副总指挥

后
勤
保
障
组

现
场
处
置
组

通
讯
联
络
组

环
境
应
急
组

图 5-1 应急组织机构图

组织体系：公司应急组织机构由应急指挥部、各应急小组组成，

其中应急指挥部是公司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最高应急指挥机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依环境事件的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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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范围、企业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由应

急指挥部依据分级响应机制开展和实施具体应急处置工作。

5.2 应急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

应急指挥部的主要职责如下：

公司应急指挥部作为应急组织的主要机构，是公司应急响应的

最高管理机构，指挥公司的应急响应工作。其主要职责是在应急响

应中提供战略上的指导，提供战术响应的支持，专注于应急管理层

次中的最佳响应方式、现场战术响应和危机处理事务，同时与必要

的外部资源保持联系并提供相应的信息，主要职责包括：

①贯彻执行国家、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

发生和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②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修订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组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应急保障组织，有计划地

组织实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的培训和演练。负责应急体系的管

理评审。

③保障适当的财务支持，确保用于应急响应所需的资源。落实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设备、器具器材、物资的采购和贮备。

④检查、督促做好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

应急设施及措施的完备性，督促、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消除环境风险

隐患。

⑤周边人群介绍本公司主要环境风险因素、应急救援和避险方

案等情况，保障周围人群的知情权，指导其正确避险。

⑥作为公司应急响应的最高决策机构，事故接警后，立即到岗

履职，负责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协调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抢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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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组织指挥应急队伍实施应急行动，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

急队伍的调动。必要时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具

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增援请求，并决定向周边单位通报

相关情况。如政府部门介入后，环境应急指挥权移交至政府部门，

应急指挥部负责，带领本公司应急人员配合政府部门应急行动，服

从其指挥。

⑧批准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一级响应的启动。

⑨组织进行事故恢复工作和善后污染物处置工作。协调事故现

场有关调查工作，造成明显环境危害的，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

恢复、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对本公司有关人员进行嘉奖或处

罚。

⑩必要情况下，组织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事件信息，决策对外

信息发布和媒体的沟通事宜。

总指挥全面负责应急指挥部工作。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工作，

领导应急办公室开展具体应急保障管理工作。总指挥不在时，由副

总指挥代替总指挥履行指挥职责。

事故发生部门的职责：

部门主管负责事故判断和应急响应级别判断，有必要的及时向

指挥部报告。发生事故后首先组织本部门人员，在保障人身安全的

基础上，按本预案处置流程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的发展，保护

事故现场。

各应急小组职责

1）现场处置组：

①接到指挥部指令后，迅速组织队伍，正确佩带防护用具，奔

赴现场，切断事故源控制事故，按现场处置预案正确收集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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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置。

②控制事故下泄漏物、消防废水，尽量避免进入雨水收集系统，

必要时封堵厂区的雨水排水口。

③对事故现场进行洗消处理。

2）通讯联络组（兼应急办公室）：

①接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或报告信息后，初步研判预警级别，

并按指挥部要求迅速通知集结各应急人员到岗；

②必要时按指挥部指令负责与外部救援机构请求援助，一级响

应时，报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

③必要时向厂区周边近邻企业进行事故通报，指导人员的疏散

和避险。

④按指挥部指令，协调各小组的应急救援行动，并与公司安全

应急组织相协调。

3）环境应急组：

①分析判断事故下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和事故演化趋势，为指

挥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②一级响应时，负责联络外部环境监测部门或协助政府环境应

急监测机构；建议监测方案和监测因子，协助取样。

③协助指挥部，配合政府部门可能的事故环境影响评估及环境

恢复工作。

4）后勤保障组：

①按指挥部要求，储备足量的应急物资、工器具，做好台账记

录，做到随时取用；

②维护事故防范设施和应急设施，保障期完备有效。

③二级响应、一级响应下为各应急小组及时提供应急处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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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工具、物资，保障现场的应急救援条件。

应急组织成员信息见表 5-1。

表 5-1 公司环境应急机构成员信息

职 务 姓 名 岗 位 联系电话

总指挥 李卫平 总经理 18920281293

副总指挥 文金许 QHSE部经理 13512209617

现场处置组负责人 李良成 QHSE部经理 13043211936

组员 董博 安全组长 15620386748

组员 郑金亮 质量组长 13752467513

通讯联络组负责人 牛帅平 生产制造部经理 13911049347

组员 王百华 6号车间班组长 13681091476

组员 王东升 4号车间班组长 15810594844

后勤保障组负责人 陈志强 后勤服务部经理 15865501818

组员 孙凯元 物资保障组长 15002265280

组员 韩广平 安保组长 13072268851

环境应急组负责人 李世国 设备管理部经理 18562150469

组员 余尚宽 电器工程师 15881642830

组员 张启 机械工程师 13520854382

5.3 应急设施和物资

公司根据风险评估情况，配备了相应的应急处置工具和物资储

备。企业现有应急工具和物资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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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公司应急处置工具和物资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位置 保管人

1 消防锹 把 10 5 号车间 陈志强

2 消防桶 个 6 5 号车间 陈志强

3 吸附棉 包 10 5 号车间 陈志强

4 对讲机 台 4 5 号车间 陈志强

5 消防沙 袋 20 5 号车间 陈志强

6 安全帽 个 60 5 号车间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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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故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6.1 预警手段、监控信息获得途径

全厂事故预警手段主要依靠视频系统，可实时监控异常，迅速

预警事故，监控画面在综合办公室实时汇总显示；并有定时人工巡

逻。

6.2 监控信息分析研判与预警分级依据

监控的异常信息由综合办公室内信息联络组进行研判；研判原则

如下：

1）确信不会引起明显环境危害的事故，黄色预警；

2）必须迅速处置、且本公司有能力处置，处置后能避免环境危

害的事故，上报总指挥，橙色预警；

3）事故影响可能超出本公司处置能力，会导致外环境危害，必

须由社会力量共同应对的事故，上报总指挥，红色预警。

6.3 预警条件、分级与响应

不同级别预警发布后，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具体预警-响

应对应关系见表 6-1。

表 6-1 事故预警与分级响应

预警

级别

代表事故或

事故阶段

预警

标志事件

响应

级别

启动各级

响应的责任人

指挥

权限
动员级别

黄色

①室内液体泄

漏；

②灭火器处置

的初期火险

①发现泄

漏或泄漏

隐患；

②发现火

险或火险

征兆

三级

（班

组级）

现场班组

负责人

现场

班组

负责

人

班组动员

①室外液体搬 ①发现泄 总指挥



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8

橙色

运时泄漏；

②消防栓处置

的火情

漏或泄漏

隐患；

②启动消

防栓

二级

（公

司级）

总指

挥

公司动员

红色

①泄漏物已经

流入市政管网

②必须求助专

业消防力量处

置的蔓延火灾

①泄漏物

已经流入

市政管网

② 拨 打

119 火警

电话

一级

（社

会区

域级）

总指挥

总指

挥→

政府

应急

指挥

部

一定区域

的社会动

员

1）危废间、车间内机油、切削液、液压油、丝扣油等液体泄漏

事故、灭火器处置的初期火险，上述事故情形确信不会引起明显环

境危害的事故，黄色预警，三级响应，不必上报指挥部，由现场最

高负责人进行指挥处置。

2）机油、切削液、液压油、丝扣油及废机油、废切削液、废液

压油、废丝扣油等液体在室外装卸作业时泄漏事故，可能会经雨水

管网外排，或消防栓处置的火情，预见可能产生一定的消防废水，

橙色预警，信息联络组上报指挥部，启动二级响应，公司动员，总

指挥负责应急指挥处置。

3）机油、切削液、液压油、丝扣油及废机油、废切削液、废液

压油、废丝扣油等液体在室外装卸作业时泄漏，已经排出雨水排口；

或火灾蔓延，必须拨打 119 求助专业消防力量扑救，预见可能产生

较多消防废水，可能因救灾需要外排消防废水，红色预警，信息联

络组上报指挥部，启动一级响应，公司动员，总指挥负责应急指挥

先期处置，待政府应急力量到达后，移交指挥权，服从政府应急指

挥，协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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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报告

本预案事故信息报告包括：①事故发现向通讯联络组（应急办

公室）的报告，事故发现、信息联络组向应急指挥部的报告等公司

内部报告；②通讯联络组按指挥部指令，报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局；③必要时向厂区周边近邻企业进行事故通报。

7.1内部报告

人工报警：要求每位员工熟悉应急办公室（通讯联络组）负责人电

话（牛帅平 13911049347）及固定报警电话（022-25617601）。

各部门应当加强对各风险源的监控，对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物质

泄漏、火灾等事故的重要信息及时上报。企业内部报告程序为：第

一发现人发现事故情况后，立即向事故区域现场负责人报告，现场

负责人接到报警后，根据事故发生地点、种类、强度和事故可能危

害方向以及事故发展趋势等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报告应急办公室（通

讯联络组）。若事故影响无法控制在现场范围内，则立即报告应急

办公司。应急办公室立即报告应急总指挥，并根据应急总指挥要求

通知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和响应。

7.2信息上报

当超过本公司的应急能力需要外界支持时，应立即向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求援，由通讯联络组经指挥部授权进行。报

告时务必注意最短时间清楚地通知以争取时效，通报者可依此报告

一般格式报告：

<1>通 报 者：天津安东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____(姓名)报告

<2>灾害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中南二街 309号

<3>时 间：于____日_____点____分发生

<4>灾害种类：_______(火灾，泄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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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灾害程度：__________（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已污染的范围）

<6>灾 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造成或则可能

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潜在的危害程度，

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向趋向，可能受影响区域）

<7>请求支援：请提供_________(项目，数量)

<8>联络电话： 022-25617601

7.3 信息四邻通报

必要时，向周围邻近企业通报事故情况，请求协助支援或通知其

避险，由通讯联络组向其通报事故类型、可能的危害、注意事项及

应采取的行动。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故通常无须周围人群避险，当火灾等安全危

害与环境危害共生事故时，为确保四邻安全，可进行通报。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故通常无须周围居民避险，当火灾等安全危

害与环境危害共生事故时，为确保四邻安全，可进行通报。由通讯

联络组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通报，通报方式以及内容为向居民所在

居委会通报事故类型、事故发生的时间、可能的危害、注意事项及

应采取的行动。如果决定疏散，应当通知居民避难所位置和疏散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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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突发环境事故应对流程和措施

8.1 公司突发环境事故总体应对流程

公司突发环境事故总体应对流程如下：

事 故 灾 难

发 生

接 警

信息接报与处理

（是否启动）

应 急 启 动

救 援 行 动

事 态 控 制

应 急 恢 复

否

响应升级

信息收集与分析

应急队伍准备

指挥部到位

有关成员准备

信息传报
信息反馈

指挥部成员到位

现场处置

专 业 力 量 支 援

人群疏散与安置

环境保护

应 急 监 测

总 结

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 应 急 结 束

8.2 室内液体风险物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

预警：视频监控或人工巡视发现，启动黄色预警；（该类别事

故不会引起水环境后果，大气危害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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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级别：三级响应 指挥权限：现场负责人（车间主任、

班组长）

应急处置措施：现场人员依据物料危害性质，穿戴手套等个人

防护用品，立即翻转泄漏包装，使泄漏点向上，将泄漏包装内剩余

物料转入完好包装桶；使用收集桶、铲子、吸附棉、砂土（位于 5

号车间）等，吸附收集地面泄漏物；收集完毕后，进行地面洗消（见

应急处置卡：编号 01）。洗消结束后三级响应结束。

善后处置：吸附收集物及洗消废水用危废容器收纳妥当，贴危

险废物标识，暂存危废间，后续按危险废物处置。

衔接：若泄漏后继发起火，立即衔接公司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并按火灾次生环境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进行环境应急。

8.3 室外液体风险物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

预警：视频监控或人工巡视发现，上报总指挥，启动橙色预警；

应急响应级别：总指挥启动二级响应 指挥权限：总指挥

应急处置措施：各应急处置小组到位。通讯联络组立即通知后

勤保障组准备应急物资，现场处置组依据物料危害性质，穿戴防护

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采取立即翻转泄漏包装、使泄漏点向上，将

泄漏包装内剩余物料转入完好包装桶，使用消防桶、铲子、吸附棉、

砂土（位于 5 号车间）等，吸附收集地面泄漏物，尽量不使泄漏物

进入雨水管网，并对雨水排口进行监控；收集完毕后，进行地面洗

消（见应急处置卡：编号 01）。洗消结束后二级响应结束。

善后处置：吸附收集物及洗消废水用危废容器收纳妥当，贴危

险废物标识，暂存危废间，后续按危险废物处置。

当泄漏物进入市政雨水管网时，红色预警，总指挥启动一级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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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上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当区生态环境局应急力

量到达后，指挥部移交指挥权，总指挥组织本企业应急人员与政府

应急指挥对接，服从其应急指挥及安排；建议政府有条件下协调关

闭下游雨水入河泵站，已经流入河道时，建议监测河道下游断面的

COD、石油类，评估污染。

善后处置：后续由总指挥负责，按政府要求进行相关污染损失

评估、环境恢复及赔偿工作。

衔接：若泄漏后继发起火或人员伤害，立即衔接公司安全生产

应急预案，并按火灾次生环境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进行环境应急。

8.4 火灾次生环境事故的应急处置

预警：烟感报警器报警、视频监控或人工巡视发现，启动黄色

预警或橙色预警；严重时红色预警。

应急响应级别：初期火险现场负责人启动环境应急三级响应，

蔓延火灾由总指挥启动二级响应，拨打 119消防报警后由总指挥启动

一级响应

应急处置措施：烟感报警器报警、视频监控或人工巡视发现初

期火灾后，现场人员利用灭火器进行扑救，现场负责人启动环境应

急三级响应，现场设监控人员，灭火结束后，收集废干粉、废泡沫

等灭火废物，必要的做现场洗消（见应急处置卡：编号 01）；洗消

完毕后三级响应结束。

善后处置：收集物及洗消废水用危废容器收纳妥当，贴危险废

物标识，暂存危废间，后续按危险废物处置。

若火势蔓延，须动用消防栓进行火灾的先期处置时，现场负责

人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启动黄色预警，总指挥启动环境应急二级

响应，各应急处置小组就位，通讯联络组立即通知后勤保障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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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通知现场处置组依据物料危害性质，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通讯联络组通知公司非应急人员疏散，并通知周边友邻单位；现场

处置组立即对雨水排口进行封堵（封堵方案见应急处置卡：编号 02）。

灭火结束后，必要的做现场洗消；洗消完毕后，二级响应结束。

善后处置：洗消废水用危废容器收纳妥当，贴危险废物标识，

暂存危废间，后续按危险废物处置。

若火势进一步蔓延，总指挥决定拨打 119报警求助时，红色预

警，总指挥启动环境应急一级响应；通讯联络组立即向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进行事故报告（事故报告格式见应急处置卡

03）；通知友邻单位；全体应急人员撤出火场及周边危险区域，环

境应急组做好迎接政府应急力量准备；政府消防及环境应急力量到

达现场后，总指挥负责与政府应急体系对接，移交指挥权，介绍事

故情况，带领本公司应急人员，服从其应急指挥及安排，协助应急；

建议进行厂界外大气环境中非甲烷总烃、CO等有害物质监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建议进行周围人群的疏散；环境应急组协助进行监测采

样；当消防救援需要，必须打开雨水排口时，建议监测外排消防废

水中 COD、石油类等有害因子。持续排放消防废水时，根据外排消

防废水的应急监测结果，建议政府应急指挥部协调关闭下游雨水入

河泵站，已经流入河道时，建议监测河道下游断面的 COD、石油类

等，评估污染。

火灾结束，大气污染物扩散后达到环境质量标准、消防废水停止

外排后，一级响应结束。

善后处置：后续由总指挥负责，按政府要求进行相关污染损失

评估、环境恢复及赔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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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应急监测方案

若因本公司的突发环境事故导致周边环境可能受到污染，则启

动应急监测。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开展应急监测。

具体应急监测方案见下表 8-1。

表 8-1 应急监测方案
监测项目及点位 监测人员 监测设备 监测频次

下风向厂界外 10 米，

非甲烷总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监测站

便携式非甲烷总

烃检测仪

火 灾 后 每

十 分 钟 监

测一次

下风向厂界外 10 米，

CO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监测站

便携式 CO 检测

仪

火 灾 后 每

十 分 钟 监

测一次

雨水排放总口，COD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监测站

便携式水中 COD

分析仪

外 排 消 防

废 水 即 监

测一次，以

后 每 十 分

钟 监 测 一

次，必要时

加密

雨水排放总口，石油类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监测站

便携式水中石油

类分析仪

外 排 消 防

废 水 即 监

测一次，以

后 每 十 分

钟 监 测 一

次，必要时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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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保障措施

9.1 通信与信息保障

综合办公室兼应急救援值班室，值班室承担夜间及节假日应急

值班，保证 24小时接警的畅通。遇有环境事故发生，及时组织处理

并通知有关方面。

9.2 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建立以李

卫平为总指挥的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机构，包括现场处置组、环境应

急组、通讯联络组、后勤保障组等专业处置队伍。

为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条不紊的处理事故，尽可能减

小事故造成的损失，总指挥负责，平时定期组织进行培训及演练。

9.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各应急救援小组根据其救援职责，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保证应急资源物资及时合理地调配与高效使用。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防护器材等储备制度，储备必

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各部门每月对消防设施、应急设施做一次检

查，确保各类消防设施都处于可用状态。

9.4 经费及其他保障

处置突发环境事故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公司财政预算，由财务部

门按照国家经费要求落实。主要包括体系建设、日常运行、救援演

练、事故紧急救援装备等费用。

公司各部门在发生事故时，要紧密配合、全力支持事故应急救

援，在人力、技术和后勤等方面实行统一调度。同时，根据职责分

工，积极开展演练、物资储备，为应急救援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治

安保障、技术保障、后勤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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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急培训与演练

10.1 应急培训

（1）应急处置队员每年至少参加两次专业应急处置培训，培训

的内容包括应急处置工作开展的程序；不同级别响应的响应条件和

应急动作；应急处置设备和防护装备的使用；现场应急处置的步骤。

（2）本公司员工每年至少参加两次应急处置基本知识培训，培

训的内容包括不同岗位涉及环境风险物质的物化性质、危险性、可

能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置步骤；发现事故时的报告方式；不同级别响

应的应急动作；安全撤离的方式和集合地点等。

（3）每次培训完毕，应急指挥指定专门人员对应急培训内容、

方式做好记录。

10.2 演练

公司每年至少组织两次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演习，以锻炼和提高

在突发事故情况下的快速应急处置的能力，使应急人员更清晰地明

确各自的职责和工作程序，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检验应急设施的

使用效果，保证应急处置工作的有效、迅速地开展。

根据厂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故进行应急演练，重点包括液

体风险物料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以及火灾事故与安全应急的协同处

置，从整个应急响应程序注重各环节的演练，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

容：

（1）预警和报警；

（2）决策；

（3）指挥和控制；

（4）人员疏散清点；

（5）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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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救援预案终止。

每一步骤均有记录，演练结束后及时归档。演练前制定周密的

演习计划与程序，检查演习所需的器材、工具，落实防护措施，对

参加演习的人员进行培训。演练结束后，及时对演练的效果进行分

析评估，解决演练中暴露的问题演练前制定周密的演习计划与程序，

检查演习所需的器材、工具，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对参加演习的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

演练结束后，由应急指挥部对演练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总结

演练时各部门应急反应能力及演习效果，解决演练中暴露的问题。

演练过程、评估结果和问题整改结果要以文字形式记录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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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奖惩

对于在突发环境应急救援或演练工作中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

务，防止或抢救事故有功，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

果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由公司给予奖励。

对于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渎职不作为的；拒绝履行应急救援义务，

从而造成事故及损失扩大，后果严重的；应急状态下不服从命令和

指挥，严重干扰和影响应急工作的；严重影响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实

施的其他行为等，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及相关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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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预案的评审、发布和更新

12.1预案的评审

内部评审：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应急总指挥组织应急副

总指挥和各应急小组的组长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内部评审，针对应

急保障措施的可行性、应急分工是否明确、合理等方面进行讨论，

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然后进行桌面推演，发现问题后完善。

外部评审：应急预案草案经内部评审后，邀请环境应急专家组

成应急预案评估小组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评估。环境应急预案评估

小组重点评估了环境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基本要素的完整性、内容

格式的规范性、应急保障措施的可行性以及与其他相关预案的衔接

性等内容。应急预案编制人员根据评估结果，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

修改。

12.2 预案的发布及更新

本预案发布之日起实施生效，公司安全部负责本预案的管理工

作，公司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或进行演练后，该部门负责对救援情况

和演练效果进行评价，提出修订意见，经公司经理批准后及时修订

本预案。

公司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公司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应当及时进行修订：

（一）公司原材料、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导致风险物质

和风险单元发生明显变化的；

（二）相关岗位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

整的；

（三）环境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变化的；

（四）在突发事件时及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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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五）预案发布实施满三年，需要根据变化情况重新修订，或

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企业环境应急预案有重大修订的，应当在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报生态环境局重新备案。

12.3 预案实施和生效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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