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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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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七条，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

报备前应当主动公开与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单位、区域环境等

密切相关的环境应急预案信息。因此我公司公示应急预案（含风险

评估）主要信息如下。

1风险评估报告信息：

1.1企业概况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2月 8日，位于宝应县开发

区泰山东路 66号，企业现有员工 150人，主要从事管件加工销售。201

6年 12月编制了《年产 4000吨不锈钢管件、合金钢管件 3500吨、碳钢

管件 7000吨、特材管件 5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3月 21

日通过了宝应县环保局审批（宝环审批〔2017〕38号）。企业排污许可

证编号为 91321023101043960E001W。

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公司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宝应县经济开发区泰山东路 66号 所在市 扬州市宝应县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街道（镇） /

法人代表 周家峰 所在社区（村） /

信用代码 91321023141043960E 邮政编码 225800

联系电话 13705255101 职工人数 150

企业规模 小型 占地面积 105亩

主要原料 钢板、钢管、焊条等 所属行业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

制造 C3399

主要产品
不锈钢管件、合金钢管件、碳钢管件、特

材管件
经度坐标 119°21'36.529"

联系人 问林先 纬度坐标 33°15'19.519"



2

联系电话 13705255101 历史事故 无

1.2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1.2.1主要原辅材料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见下表。

表 2 主要原辅材料情况表

序号 名称 消耗量 包装规格 备注

1 钢板、钢管 15800t/a / /
2 焊条 0.2 t/a / /

3 硝酸 3t/a 50kg/桶

纯品为无色透明发烟液体，有酸味。相对密度(水=1)1.50(无
水)；相对密度(空气=1)2.17。熔点-42℃/无水 沸点：86℃/
无水用途极广，主要用于化肥、染料、国防、炸药、冶金、

医药等工业。与水相容性质稳定

4 氢氟酸 1t/a 25kg/桶

无色透明有刺激性臭味的液体。沸点 120℃(35.3%)。熔点

-83.1℃(纯)。相对密度(水=1)1.26(75%)；相对密度(空气

=1)1.27。与水混溶。性质稳定。作分析试剂、高纯氟化物

的制备、玻璃蚀刻及电镀表面处理等

5 天然气 50000m3/a / /

6 氢氧化钠 2t/a 0.2kg/瓶
氢氧化钠，化学式为 NaOH，俗称烧碱、火碱、苛性钠，为

一种具有强腐蚀性的强碱，一般为片状或颗粒形态，易溶

于水(溶于水时放热)并形成碱性溶液

7 切削液 0.2t/a 25kg/桶 混合物，黄色液体

8 液压油 2t/a 200kg/桶 琥珀色液体，相对密度 0.881

9 水性漆 3t/a 15kg/20kg
桶

半流体状、油脂味，闪点 132℃，难溶于水，可溶于有机溶

剂，组分：松香改性酚醛树脂 30%，植物油 30%，高沸点

石油溶剂 20%，颜料 15%，助剂 5%

1.2.2污染产生及治理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废气为热处理炉燃烧废气、焊接废气、抛丸废气、打磨废气、

酸洗废气、刷漆废气。各废气治理措施和排气筒高度见表 3。

表 3 企业废气汇总表

污染物名称 处理设施 排气筒参数

http://baike.so.com/doc/804239-850746.html
http://baike.so.com/doc/81217-85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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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炉燃烧天

然气废气

颗粒物 /

H=15m；D=0.4m；T=100℃（2根）SO2 /

NOX /

焊接废气 颗粒物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无组织排放

抛丸废气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H=15m；D=0.4m；T=20℃（1根）

打磨废气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H=15m；D=0.4m；T=20℃（1根）

酸洗废气
氟化物

碱液喷淋 H=15m；D=0.4m；T=20℃（1根）
氮氧化物

刷漆废气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 H=15m；D=0.4m；T=20℃（1根）

二、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污水实行分质处理。含第一

类污染物生产废水经车间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和经化粪池预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送宝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尾水排入宝射河。

三、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下脚料、除尘器集尘、废液压油、酸洗

废液废渣、废油漆桶、废活性炭、污水处理站污泥和职工的生活垃圾等。

表 4 企业固体废物汇总表

编号 固废名称 属性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危险特

性

废物类

别

废物

代码
产生量 t/a

1 下脚料

一般固废

切割、焊

接、坡口
固

不锈钢、焊

渣
/ / / 790

2 除尘器集尘 抛丸 固 铁屑 / / / 1.4

3
酸洗废液废

渣
危险废物

酸洗 液
硝酸、氢氟

酸
T/C HW17 336-064-17 2.2

4 废液压油
机械设备

使用
液 矿物油 T、I HW08 900-218-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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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水处理站

污泥
污水处理 固 泥 T/C HW17 336-064-17 1.8

6 废活性炭 废气处理 固 活性炭 T HW49 900-039-49 0.6

7 废油漆桶 刷漆 固 铁桶、油漆 T/IN HW49 900-041-49 0.6

8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职工生活 固 废纸等 / / / 13.5

1.3环境风险识别

1.3.1物质风险识别

1.3.1.1识别标准

（1）危险性标准

物质危险性标准见表 5。

表 5 物质危险性标准

物质类别 等级 LD50 (大鼠经口) mg/kg LD50 (大鼠经皮)mg/kg LC50（小鼠吸入，4小时）
mg/L

有毒物质

1 <5 <1 <0.01

2 5<LD50<25 10<LD50<50 0.1<LC50<0.5

3 25<LD50<200 50<LD50<400 0.5<LC50<2

易燃物质

1
可燃气体－在常压下以气态存在并与空气混合形成可燃混合物；其沸点（常压

下）是 20℃或 20℃以下的物质

2 易燃液体－闪点低于 21℃，沸点高于 20℃的物质

3
可燃液体－闪点低于 55℃，压力下保持液态，在实际操作条件下（如高温高压）

可以引起重大事故的物质

爆炸性物质 在火焰影响下可以爆炸，或者对冲击、摩擦比硝基苯更为敏感的物质

注：[1]有毒物质判定标准序号为 1、2的物质，属于剧毒物质；符合有毒物质判定标准序号 3的
属于一般毒物。[2]凡符合表中易燃物质和爆炸性物质标准的物质，均视为火灾、爆炸危险物质。

（2）临界量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 A的

标准，判定公司所涉及的危险物质临界量标准，见表 6。

表 6 危险性临界量标准

序号 物质名称 临界量 Q（t）
1 硝酸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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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物质名称 临界量 Q（t）
2 氢氟酸 1
3 天然气 10
4 氢氧化钠 50
5 液压油 2500
6 松香改性酚醛树脂 200
7 含总铬、总镍的酸洗废液废渣、污水处理站

污泥
0.25

8 危险废物（酸洗废液废渣、废液压油、污水

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
50

1.3.1.2危险特性判断

（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公司所涉及的危险

化学品属有毒物质的有一般毒性物质机油、均染剂、危险废物（废过滤

棉、废活性炭、废油墨桶）。无易燃易爆气态物质。无可燃液体物质。

（2）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445号令，公司无易

制毒化学品。

（3）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公司无剧毒化学品。

（4）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目录》（2017版），公司无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

公司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见下表 7。
表 7 公司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

类别 物质

有毒物质

剧毒物质 /

一般毒物
硝酸、氢氟酸、氢氧化钠、酸洗废液废渣、废液压油、污水处

理站污泥、废活性炭、松香改性酚醛树脂等

易燃物质

易燃物质 天然气

可燃物质 液压油、废液压油、废活性炭

爆炸性物质 /

1.3.2生产过程潜在危险性识别

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危险性包括生产运行、储运过程、三废处置过程、

环境自然灾害等潜在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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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企业目前已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一览表见下表 8。
表 8 公司已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评估指标 调查结果

截流措施

化学品放于危化品库内、并分类分区存放，危废存放于危废库内、并分类

分区存放；

企业雨排水管道与污水管道不发生窜漏

雨水排水风险系统防控

措施

1）厂区内雨污分流

2）公司雨水系统外排总排口有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封堵雨水排口，防

止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进入外环境

废水排放去向
厂区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与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并

接管至市政污水管网，送宝应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厂内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厂内已设置一座危废库，并设有环氧地坪、导流沟、防渗漏托盘

近 3年内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情况
未发生过突发水/大气环境事件

1.5企业应急组织机构、应急资源

1.5.1企业应急组织机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公司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成立应急处置组、

环境保护组、应急保障组三个工作小组。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图见图 1。

图 1 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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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企业应急资源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应急物资情况详见表 9。
表 9企业应急物资表

类别 物资名称 数量 位置 管理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消防工具

室内消火栓箱 3个 车间

问林先 xxx

室外消火栓 3个 厂区内

手提式灭火器 50个 各车间

应急处置和

洗消工具

手电筒 1个 仓库

黄沙 1桶 仓库

消油剂 1桶 仓库

熟石灰 1桶 仓库

警戒通讯工

具

扩音器 1个 仓库

电话、对讲机 2个 仓库

安全防护工

具

硅胶防毒半面罩 10个 仓库

安全帽 9个 仓库

防护面罩 3个 仓库

急救器材 急救医疗箱 1个 仓库

监控设施 视频监控 85个 厂区内

1.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以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和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高者确定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本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表征为

一般，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为较大。由于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

境事件风险，风险等级表征为：“较大[一般-大气（Q0）+较大-水

（Q1-M2-E2）]”。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近三年内未因违法排放污染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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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因此不需要在已

评定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基础上调高一级，仍为较大环境风险。

风险等级表征为：“较大[一般-大气（Q0）+较大-水（Q1-M2-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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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预案信息：

2.1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及对同类企业的类比调查、生产过程中各个

工序的分析，针对已识别出的危险因素和危险物质，确定公司环境风险

事故类型为：废水事故排放、废水泄漏、废气事故排放、危险化学品或

危险废物泄漏等事故，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区域疫

情等引起的事故风险。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可能引发的或次生突发环

境事件的情景及防控措施如表 10所示。

表 10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事故类型 事件情景 风险单元 污染途径 防控措施

火灾事故引

发的污染

发生火灾

事故

原料包装袋、

管线、危废暂

存库、废气处

理设施

火灾造成物料泄漏，泄漏污染

物进入外环境，造成地表水、

地下水污染；消防废水等进入

外环境造成水体污染；燃烧产

生的有毒有害烟气扩散造成大

气污染。

安装视频监控，配有

灭火器等应急物资。

化学品及危

废泄漏事故

化学品及危

险废物发生

泄漏或遗撒

化学品及危

险废物收集、

暂存及转运

的整个过程

泄漏的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进入

外环境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

土壤。若泄漏的危险废物引发

火灾事故，则会造成次生污染。

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

规范对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建有危废暂存

库单独存放，防渗、

防雨，安装有视频监

控。

治污设施运

转不正常

废气、废水处

理设施故障

废气、废水处

理设施

超标的废气进入大气，造成局

部空气质量下降；超标的废水

进入水环境，造成水环境质量

下降。

采取启用备用设施、

减少或停止废气、废

水排放等措施。

各种自然灾

害、极端天

气或不利气

象条件

地震、台风、

暴雨等自然

灾害导致等

泄漏

仓库、生产

车间

事故废水不能有效收集，有毒

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土壤

造成污染。

加强管理和巡检，做

好停止生产的措施。

2.2应急预案体系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需发布预警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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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图

2.3监控预警

扬州市管件厂有限公司在各主要环境风险源处均采取了相应的监控

与预防措施，公司主要风险源采取的预防措施见表 11。
表 11 主要环境风险源预防措施

主要环境风险源 监控措施 预防措施

危化品库
装有摄像头监控设施，与公司监控

室联网监控

（1）配置灭火器；

（2）制定安全管理制度，配置黄沙、熟

石灰、灭火等装置和设施；

酸洗房 暂未设置监控设施

（1）配备熟石灰、黄沙等应急物资；

（2）配备专人负责酸洗房的日常操作与

巡查。

危废库
内部、外部装有摄像头监控设施，

与公司监控室联网监控

（1）采用防腐防渗设计、分类储存，设

立鲜明的标志，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对危

险固废进行贮存与运输的管理；

（2）配置相应的灭火装置和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 暂未设置监控设施
每天有专门负责人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

巡检，保证其工作期间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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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环境应急响应

2.4.1响应程序

公司响应程序包括响应分级、应急启动、应急处置等程序，突发环

境事件响应程序图见图 3。

图 3 应急响应程序图

2.4.2响应分级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公司

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

应由低到高分为两级，分别为Ⅲ级（一般环境污染事件）、Ⅱ级（较大

环境污染事件）、Ⅰ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启动

应急处置

提请应急结束

应急终止

后期处置

调查、评估、编制应急总结报告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

宣布启动本预案

响应分级

Ⅱ级

Ⅰ级
超出公司

应急处置

能力

由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

挥上报扬州市宝应生态环境

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

挥机构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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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预案管理

2.5.1预案培训

1、公司内部培训

依据对本企业单位员工、周边工厂企业、人员情况的分析结果，明

确培训如下内容：本公司事故应急救援和突发环境事故处理的人员培训

分二个层次开展。

（1）车间、班组级

车间、班组级是及时处理事故、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的重要环节，

同时也是事故及早发现、及时上报的关键，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在这一

层次上能够及时处理而避免，对班组职工开展事故急救处理培训非常重

要。每年开展一次。

（2）公司级

由厂长、车间主任、安技员等组成，成员能熟练使用现场装备、设

施对事故进行可靠控制。它是应急指挥部与操作者之间的联系，同时也

是事故得到及时可靠处理的关键。每年进行一次。

2.5.2应急演练

2.5.2.1演练范围与频次

（1）公司级演练

由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演练，主要是针对本预案全部或大部分应

急功能进行的综合性的应急演练，需要多部门相互协作进行演习，每年

至少进行 1次。具体的演习计划由安环部负责拟制。重点针对公司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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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泄漏或者火灾爆炸导致的污染进行演练。公司 2022 年演练计划见表

12。

表 12 公司 2022年应急演练计划

序号 演练类型 演练内容 计划时间

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硝酸泄露应急演练 2022.8

（2）配合政府部门演练

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进行，企业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相关部门

人员参加配合，频次不确定。

2.6预案的评估修订

2.6.1预案评估

公司经演练后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预案集中存在的

问题，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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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设置等方面的意

见；⑤对演练指挥部的意见等。

2.6.2应急预案的修订

公司根据环境应急预案的实际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

行一次回顾性评估。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环境应急预案应当及时进行修订：

①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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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③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

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⑥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重大修订的，修订工

作参照环境应急预案制定步骤进行。对环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调整

的，修订工作可适当简化。

（2）应急预案更改、修订程序

应急预案的修订由公司环保部根据上述情况的变化和原因，向公司

领导提出申请，说明修改原因，经授权后组织修订，并将修改后的文件

传递给相关部门。预案修订应建立修改记录（包括修改日期、页码、内

容、修改人）。

2.6.3预案的实施和生效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预案批准发布后，由公司安环部组织落

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各项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应急知识

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实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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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应急处置卡

表 13 废气处理装置故障环境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废气处理装置故障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废气处理装置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水体超标 废气超标 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 其他：火灾事故

处置装置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围栏 活性炭 其他：布袋

启动条件 废气处理装置故障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责任单位

一、非正常排放

扬州市管件

厂有限公司

①应急保障组应迅速控制现场，令故障设备所在车间停止生产，防止废气继续扩散

②现场人员发现废气处理系统突发事件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安环部报告，同时通知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

③应急处置组人员穿戴防护用品等检查废气处理系统失灵突发原因，对废气处理设施损坏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如废气处理

设施需要建设施工单位进行维修，立即联系设备建设单位以快速到现场维修

④环境保护组人员应迅速展开突发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影响程度等，并对实际情况做纪录

终止条件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事故状态解除

注意事项 防止烫伤或中毒

应急联系电话

一级 周家峰 xxx
二级 问林先 xxx

表 14 废水事故排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废水事故排放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污水总排口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水体超标 废气超标 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 其他：

处置装置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围栏 活性炭 其他：切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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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条件 废水处理装置故障出现超标排放等突发环境事件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责任单位

①应急指挥部安排工人值班定期巡查，负责厂内的污水管网、切换阀的布置、检查等工作，若污水管网出现破裂，先进行排

查，若能立即排查出破裂管道，立即更换，若无法排查，立即通知应急指挥部；若废水出现超标排放时，及时关闭厂区雨水、

污水排口切换阀，立即通知应急指挥部，召集应急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扬州市管

件厂有限

公司

②应急处置组及时对破损的污水管网进行更换，将废水泵入事故池。

③应急保障组做好事故现场配合处置工作，负责物资供应，确定警戒区域，严格控制非抢险人员进入，严禁车辆通行和禁止

一切火源，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急救；

④环境保护组适当调整工艺参数，加大处理水量，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终止条件 废水处理装置正常运行

注意事项 防止废水渗漏

应急联系电话

一级 周家峰 xxx
二级 问林先 xxx

表 15 危化品品库、危废库、酸洗房泄漏、火灾环境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化学品库、防爆柜泄漏、火灾环境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危化品库、危废库、酸洗房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水体超标 废气超标 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 其他：火灾事故

处置装置 潜水泵 沙袋 熟石灰 水桶 围栏 活性炭 其他：灭火器、消防栓

启动条件 硝酸、氢氟酸、废液压油泄漏、火灾

应

急

处

置

程

应急步骤与动作 责任单位

一、泄露

扬州市管件

厂有限公司

①现场人员如发现硝酸、氢氟酸、废液压油等有少量泄漏现象，立即穿好个人防护、查找泄漏源，对泄漏源进行封堵。

②现场人员如发现硝酸、氢氟酸、废液压油等有大量泄漏现象，立即穿好个人防护、查找泄漏源，对泄漏源进行封堵。同

时通知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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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③应急保障组做好事故现场配合处置工作，负责物资供应，确定警戒区域，严格控制非抢险人员进入，严禁车辆通行和禁

止一切火源，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急救；

④应急处置组立即组织人员关闭公司排水系统阀门，确保个人安全的情况下，组织现场处置，做好个人防护后进行洗消；

环境保护组配合开展监测工作，做好现场记录。

二、火灾、爆炸事故

①现场人员发现危化品库、危废库内液压油及废液压油等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火灾情况下可立即使用灭火器灭火，爆炸

情况下立即通知事故现场人员紧急疏散、撤离现场，集合地点位于公司南门

②现场人员向总指挥报警，总指挥在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小组赶赴事故现场，并在第一时间判断是否需要外部消防队支

援，如需要，立即联系应急保障组通知外部消防队，应急保障组做好事故现场配合处置工作，负责物资供应。

③应急处置组立即组织人员关闭公司排水系统阀门，确保个人安全的情况下，组织现场处置，做好个人防护后进行洗消。

④环境保护组配合开展监测工作，做好现场记录

终止条件 泄漏的硝酸、氢氟酸、废液压油已全部收集并洗消完成或明火扑灭，事故状态解除

注意事项 防止烫伤或中毒

应急联系电话

一级 周家峰 xxx
二级 问林先 xxx

表 16 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废水排口、废气排口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水体超标 废气超标 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 其他：

处置装置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围栏 活性炭 其他：切换阀

启动条件 台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可能引发公司废气超标排放、管道堵塞及河水倒灌等突发环境事件

应

急

处

应急步骤与动作 责任单位

①应急指挥部安排工人值班定期巡查，负责厂内的防台风暴雨工作的布置、检查等工作，负责落实厂内设备设施的加固、

防护、排水防涝工作。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通知应急指挥部，召集应急人员进行应急处理。负责人员安全防护设施的落

扬州市管件

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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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程

序

实等工作。负责组织一支由员工组成的紧急抢险机动小组随时待命，作为处理紧急事件的预备队，由指挥部直接调遣。

②应急处置组检查厂区内废气处理装置、排水系统，如发现废气有超标现象，应立即通知生产部门停产，关闭风机，停止

排放超标废气。如果有废水异常排放，应立即关闭厂区雨水、污水排口截止阀，防止堵塞及河水倒灌；检查厂区内设备设

施加固防护情况，对路灯、绿化树木进行加固；室外电气设备加强防护，临时电线应拆除或切断电源。保持配电房、电缆

沟内内干洁，防止积水。

③应急保障组做好事故现场配合处置工作，负责物资供应，确定警戒区域，严格控制非抢险人员进入，严禁车辆通行和禁

止一切火源，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急救；

④环境保护组适当调整工艺参数，加大处理水量，确保污水达标排放。

终止条件 事故状态解除

注意事项 防止烫伤或中毒

应急联系电话

一级 周家峰 xxx
二级 问林先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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