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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监测方案

1 目的

为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经济损失，在事故处理

和应急情况下，迅速及时地进行环境监测，特制定本方案。

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山东建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情况监测。

3 基本原则及应急监测措施

3.1 基本原则

本方案是山东建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各级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指挥部的具体指挥和领导。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

益服从全局利益，日常监测服从应急监测原则。

3.2 应急监测措施

由于企业应急监测能力有限，当发生事故时，企业应急指挥小组及时将事故情况上

报环境监测部门，并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进行应急监测。在监测机构专业分析人

员到达事故现场后，企业应急小组配合进行应急监测工作。同时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

析突发性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展趋势和污染物的变

化情况，作为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指导应急救援和现场洗消工作。

4 监测方案

4.1 监测因子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主要针对大气、水体进行监测。环境监测因子见表 1。

表 1 环境监测因子

突发事件 监测环境 监测因子

火灾事故
大气

SO2、NO2、颗粒物、甲烷、二甲苯、VOCs、CO
等

水体 pH、COD、SS、氨氮、石油类、挥发酚、二甲苯等

4.2 采样人员及分工

由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自行安排分配。

4.3 采样器材

根据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置，一般包括大气采样器、便携式检

测仪、采样瓶、塑料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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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防护设备

4.4.1 采样和现场监测人员安全防护设备的准备

根据具体情况，配备必要的现场监测人员安全防护设备。常用的有：

a）测爆仪等现场测定仪等。

b）防护服、防护手套、胶靴等防酸碱的各类防护用品。

c）各类防毒面具、防毒呼吸器（带氧气呼吸器）及常用的解毒药品。

d）防爆应急灯、醒目安全帽、带明显标志的小背心（色彩鲜艳且有荧光反射物）、

救生衣、防护安全带（绳）、呼救器等。

4.4.2 采样和现场监测安全事项

①应急监测，至少两人同行。

②进入事故现场进行采样监测，应经现场指挥/警戒人员许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按规定佩戴必需的防护设备（如防护服、防毒呼吸器等）。

③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现场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进行现场监测。

④进入水体或登高采样，应穿戴救生衣或佩戴防护安全带（绳）。

4.5 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阶段采样点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

气象和水文等地形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合理布点，其中环境敏感点、生态脆弱点、饮用

水源地和社会关注点应有采样点。应急监测不但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污染的区域进行

采样，同时也应在不会被污染的区域布设对照点位作为环境背景参照，在尚未受到污染

的区域布设控制点位，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测。企业应急监测方案：

表 2 环境空气监测频次表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追踪监测

SO2、NO2、
颗粒物、甲

烷、二甲苯、

VOCs、CO等

事故发生地

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处

初始加密监测，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连续监测至浓度低于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值或已接近可忽

略水平为止

事故发生地最近的

居民居住区或其他敏感区

初始加密监测，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连续监测至浓度低于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值或已接近可忽

略水平为止

事故发生地的下风向 50m、

100m、500m、1000m处
4次/天 ----

事故发生地的下风向偏上

45°和偏下 45°以扇面 100m、

500m、1000m处

4次/天 ----

事故发生地上风向对照点 2次/应急期间 ----



表 3 水质监测频次表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追踪监测

pH、COD、SS、

氨氮、石油类、

挥发酚、二甲

苯等

事故发生地水体
初始加密监测，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两次监测浓度均低于同等级地表

水标准值或已接近可忽略水平为

止

事故发生地水体上游 1次/应急期间 以平行双样数据为准

应急监测项目本单位无法监测，委托监测单位进行相应的监测，厂方对监测数据进

行存档。



附件七：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内部应急联系方式一览表

小组名称 应急指挥职务 姓名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应急指挥中心
总指挥 周祥森 副总经理 13805319280

副总指挥 李亚丁 副总经理 18615211881

应急抢险组
组长 王 峰 车间主任 13165311756

组员 于瑞亮 班长 15854167818

应急监测组
组长 张立谦 环保主管 15628841258

组员 任广民 班长 15544566637

医疗救助组
组长 李金环 内勤 13964028292

组员 马 超 内勤 13165125032

安全警戒组
组长 张志迎 班长 15153117370

组员 于瑞国 班长 13135224567

通讯联络组
组长 丁永春 主管 18654560803

组员 闫立磊 办事员 13165126452

后勤保障组
组长 闫海青 后勤主管 18654560806

组员 姜士华 / 18654569922



附件八：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外部应急联系方式一览表

性质 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

政府部门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 0532-3889090

平阴县人民政府 0531-87883901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平阴分局 0531-87872191

平阴县应急管理局 0531-87883879

平阴县公安局 110

平阴县人民医院 120

消防队 119

急救中心 120

环保热线 12345

东阿镇人民政府 0531-87625523

周边企业名称
山东聚乐食品有限公司 李慧 15965635855

济南德泓包装有限公司 殷和军 1325568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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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企业目前已配备的应急物资情况一览表
应急

保障

类别

主要作业方

式或资源功

能

物资名称
配备数

量
放置地点 责任人 联系电话

作业

场所

救援

物资

现场观测

监控探头 33 个 全厂 赵忠连 13064070092

警示牌 4 车间 丁永春 18654560803

医疗救护 急救箱 1 办公室 马超 13165125032

卫生防疫 防护口罩 200 仓库 闫海青 18654560806

火灾处置

干粉灭火器 20 个 全厂

张立谦 15628841258

消防沙池 2个 仓库

消防铁锹 10 个 沙池

沙料 4m³ 沙池

企业需补充的应急物资情况一览表

主要作业方式

或资源功能
物资名称 数量

消防防护

消防头盔 2套

消防手套 2套

沙袋 20个

警示带 2卷

现场监测

风向标 1个

丙烷泄露报警器 7个

废物收集桶 2个

火灾处置 灭火毯 2床

泄露处置

防毒面具 10个

正压式空气呼吸机 2个

无火花工具 2套



附件十一：

表 1 二甲苯危险特性及应急防范措施一览表

中文名称 二甲苯 英文名称 Dimethylbenzene;Xylene

外观与性状 二甲苯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分子式 C6H4 (CH3) 分子量 106.17 闪点 25℃

熔点 13.3℃ 沸点 138.4℃ 蒸汽压 1.16kPa/25℃

相对密度
水=1 0.86

空气=1 3.66

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主要用途 广泛用于有机溶剂和合成医药、涂料、树脂、染料、炸药和农药等。

燃烧性 易燃 溶解性 不溶于水，溶于乙醇和乙醚。有毒性。

物质危险类别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燃烧性 易燃

禁忌物 强氧化剂 CAS NO. 95-47-6

燃烧分解产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UN编号 1307

危险货物编号 33535 包装方法 Ⅲ 包装标志 7

毒性 属低毒类，急性毒性：LD505000mg/kg(大鼠经口)；14100mg/kg(兔经皮)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

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

较低处扩散至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健康危害 二甲苯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水，催吐。就医。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较高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戴橡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浴更

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泄漏应急措施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迅速将被二甲苯污染的土壤收

集起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对污染地带沿地面加强通风，蒸发残液，排除蒸气。

迅速筑坝，切断受污染水体的流动，并用围栏等限制水面二甲苯的扩散。



表 2 丙烷危险特性及应急防范措施一览表

标识

中文名称 丙烷 英文名称 Propane

危险性类别
第 2.1类易燃

气体 甲类
CAS号 74-98-6 UN编号 1978

溶解性 不溶于水

燃烧

爆炸

危险

性

燃烧性 易燃 闪点 -188℃

最大爆炸压力 0.843MPa
燃烧分解产

物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水

灭火剂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毒性
属微毒类。允许气体安全地扩散到大气中或当作燃料使用。有单纯性窒息作用，在高浓

度时因缺氧窒息而引起中毒。

危险

特性

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氧化

剂接触会剧烈反应；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

燃。

灭火

方法

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如有可能，将容

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健康

危害

丙烷有单纯性窒息及麻醉作用。人短暂接触浓度为 1%的丙烷，不引起异常症状；接触

10%以下浓度的丙烷，只引起轻度头晕；接触高浓度丙烷时，可出现麻醉状态、意识丧

失；接触极高浓度丙烷时，可致窒息。急性中毒时，有头晕、头痛、兴奋或嗜睡、恶心、

呕吐、脉缓等症状；严重者可突然倒下、尿失禁、意识丧失，甚至呼吸停止。可致皮肤

冻伤。长期接触低浓度丙烷者，可出现头痛、头晕、睡眠不佳、易疲劳、情绪不稳以及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急救

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

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防护

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
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别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

泄漏

应急

措施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隔离直至气体散尽，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应

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消防防护服。切断气源，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抽排（室

内）或强力通风（室外）。如有可能，用防爆排风机将漏出气送至空旷处或装设适当喷

头将其烧掉。也可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漏气容器不能再用，且要经过

技术处理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表 3 机油危险特性及应急防范措施一览表

中文名称 机油 英文名称 Lube oil
外观与性

状

油状液体，淡黄色至褐色，无气味或

略带异味
闪点 76℃

分子量 230-500 引燃温度 200℃

相对密度 水=1 ＜1 燃烧性 可燃

主要用途 用于机械的摩擦部分，起润滑、冷却和密封作用

危险特性 遇明火、高热可燃；有害燃烧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

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

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健康危害

急性吸入，可出现乏力、头晕、头痛、恶心，严重者可引起油脂性肺炎。慢接触者，

暴露部位可发生油性痤疮和接触性皮炎。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征，呼吸道和眼刺激症

状及慢性油脂性肺炎。有资料报道，接触石油润滑油类的工人，有致癌的病例报告。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防护措施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

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泄漏应急

措施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

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大量泄漏：构

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操作注意

事项

密闭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

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戴橡胶耐油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

备。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

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

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配备

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收容材料。

运输注意

事项

运输前应先检查包装容器是否完整、密封，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

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车船必须彻底清洗、

消毒，否则不得装运其它物品。船运时，配装位置应远离卧室、厨房，并与机舱、电

源、火源等部位隔离。公路运输时要按规定路线行驶。



表 4 氧气危险特性及应急防范措施一览表

标识

中文名称 氧气 英文名称 oxygen

化学式 O₂ CAS号 7782-44-7 UN编号 1072

外观 无色气体

理化

性质

熔点 -218.4℃ 沸点 -183℃

水溶性 不易溶于水，微溶于醇

毒性 LD50 LC50

危险

特性

氧气钢瓶在日光下曝晒或在高温环境中存放，或搬运时摔甩，易使钢瓶中液化氧汽化膨

胀，容易引起钢瓶爆裂。氧气本身不燃烧，但能助燃，与有机物或其他易氧化物质能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如与油脂接触则反应生热，此热蓄积到一定程度则可自燃。与氧气和

乙炔等可燃气体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液态氧和易燃物共储时，特别在高压下，有

爆炸危险。液态氧易被衣物、木材、纸张等吸收，见火即燃。氧气无腐蚀性，但有水分

存在时会促进金属的腐蚀。气体本身无毒，健康人吸入纯氧 3小时，一般认为无任何影

响，但吸入更长的时间或在 202.65-303.98kpa（2-3atm）以上，持续吸入高浓度氧，则可

出现“氧中毒症”。皮肤接触液氧时可引起严重冻伤，导致组织损伤。

消防

措施

用水保持容器冷却，以防受热爆炸，急剧助长火势。迅速切断气源，用水喷淋保护切断

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

健康

危害

在常压下，氧的浓度超过 40%时，就有发生氧中毒的可能性。人的氧中毒主要有两种类

型：①肺型——主要发生在氧分压为 1～2个大气压，相当于吸入氧浓度 40%～60%左右。

开始时，胸骨后稍有不适感，伴轻咳，进而感胸闷、胸骨后烧灼感和呼吸困难、咳嗽加

剧。严重时可发生肺水肿、窒息。②神经型--主要发生于氧分压在 3个大气压以上时，相

当于吸人氧浓度 80%以上。开始多出现口唇或面部肌肉抽动、面色苍白、眩晕、心动过

速、虚脱，继而出现全身强直性癫痫样抽搐、昏迷、呼吸衰竭而死亡。

急救

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就医。

防护

措施

工程控制：密闭操作。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身体防护：穿一般作业工作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避免高浓度吸入

泄漏

应急

措施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一般作业工作服。避免与可燃物或易燃物接触。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附件十二：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卡

序号 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处置措施

1 火灾

喷漆房、

油漆库

①现场应急处置措施：若喷漆房或油漆库发生火灾时，发现者立即用

防爆通讯工具通知车间负责人，报告事故发生的地点、时间、简况和

发现人的姓名车间。负责人接到汇报，及时赶到现场，同时通知总应

急指挥到场。根据火灾情况，总应急指挥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应急小组应迅速集合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活动。

首先应紧急疏散现场员工，由应急保障组将所有人员送到上风向安全

区，根据风向及现场情况特别指明撤离路线和方向，并立即隔离，严

格限制出入。

应急保障小组监控事故现场情况，并随时向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汇报事

态的发展情况；应急抢险组进入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处置。

应急抢险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后进入现场，首先察看现场有无受伤人

员，若有人员受伤应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脱离现场，其次停止生产，

禁止向装置内部喷水，并用灭火器进行灭火。同时，需冷却着火体周

围生产装置，控制着火范围。如抢修过程中容器突然发出异常声音或

发生异常现象，立即撤离。

②现场恢复

火灾事故得到控制后，应组成抢修小组，研究方案，组织抢修，派员

进行现场清理工作；对可以回收利用的物资料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

收部分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安全装置、应急物资、设施设备、

报警装置、安全附件等，一定要完好有效，进行安全确认，并对职工

进行相应安全教育。

丙烷存

放处、车

间

（1）如果是丙烷泄漏着火，应首先找到泄漏源，关断阀门，使燃烧终

止。

（2）关阀断气灭火时，要不间断的冷却着火部位，灭火后防止因错关

阀门而导致意外事故发生。

（3）在关阀断气之后，仍需继续冷却一段时间，防止复燃复爆。

（4）当火焰威胁进行阀门难以接近时，可在落实堵漏措施的前提下，

现灭火后关阀。

（5）关阀断气灭火时，应考虑到关阀后是否会造成前一工序中的高温

高压设备出现超温超压而发生爆破事故。

（6）可利用厂区内消防灭火剂对火苗进行扑灭。扑救火灾，可选择水、

干粉、蒸汽、氮气、及二氧化碳等灭火剂灭火。

（7）待后继增援队伍到来后，按照消防规程进行扑灭。

对丙烷泄漏或火灾处理完毕后，由建设单位组织人员对故障部分进行

修复，可参照以下步骤进行：

（1）火势得到控制后，应继续检查建筑物内气体浓度，防止引发再生

灾害。

（2）管网事故管段或设备拆除，关键配套设施试压、更换。

（3）现场动火施工必须有现场安全监护。

（4）应对连接管道进行气密检验、置换、气质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危废暂

存间

①危废暂存间发生火灾时，发现者立即用防爆通讯工具通知负责人，

负责人接到汇报，及时赶到现场，同时通知总应急指挥到场。根据火

灾情况，总应急指挥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应急小组应迅速集合

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活动。报告的主要内容:火灾情况、有无人员伤

亡、救灾物资人员需求等。

②首先应紧急疏散现场员工，由应急保障组将所有人员送到上风向安



全区，根据风向及现场情况特别指明撤离路线和方向，并立即隔离，

严格限制出入。

③应急保障小组监控事故现场情况，并随时向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汇报

事态的发展情况；应急抢险组进入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处置。

④应急抢险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后进入现场，首先察看现场有无受伤

人员，若有人员受伤应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脱离现场。切断火势蔓延

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容器和可燃物，控制燃烧范围，及

时了解掌握危废暂存间内危废品的特性和暂存情况，采取针对性灭火

措施。扑救毒害性、腐蚀性或燃烧产物毒害性较强的易燃品火灾，扑

救人员必须佩戴防护面具，采取防护措施。应急抢险组对危废暂存间

内未燃的物品迅速转移，但必须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防止人员中

毒。

⑤医疗救护组迅速抢救伤员，及时将受伤人员应送往医院抢救，确保

人员的生命安全。

⑥危废暂存间火灾应急处置结束后，要继续设置警戒线和警戒标志，

对火灾现场进行彻底清洗和严格消毒，检测污染情况。现场污染未彻

底清除前，无关人员禁止进入。

2 泄露

喷漆房、

油漆库

（1）泄漏处理注意事项

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①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②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

③应从上风、上坡处接近现场，严禁盲目进入。

④若影响生产，应与厂区周边相关企业负责人及时取得联系，急需其

它部门提供应急物质、辅助设施协助应急时，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

（2）泄漏控制

①事故发现者通知应急指挥中心。根据泄露情况，应急总指挥启动相

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应急小组对现场进行处理，将泄露容器移离泄漏

区域，用砂土吸收并置于合适的废弃处理容器中；带完整包装的危险

废物散落，马上将其送至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

②检查周围是否有残留油漆，并检查是否有其他可能产生危险的隐患

存在。人员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至安全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人员穿

消防服,使用不发火工具收集、堵漏。防止进入下水道。

丙烷存

放处、车

间

1、现场人员撤离

根据气体的泄漏量、现场的气候条件（风向、风力大小）、地理位置等

设置初始隔离区、防护区和安全区。在防护、隔离区设置警示标识牌，

并设立警戒人员，禁止车辆及与事故处理无关人员进入。初始隔离区、

防护区和安全区设置距离可根据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调

整。

2、泄漏源控制

根据现场情况，现场拉响应急警铃，人工手动关闭阀门、开始对站内

进行事故初步控制。

（1）如室内漏气时，应立即关闭室内供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加强

通风换气。

（2）禁止一切车辆驶入警戒区内，停留在警戒区内的车辆严禁启动。

（3）消防车到达现场，不可直接进入气体扩散地段，应停留在扩散地

段上风方向和高坡安全地带，做好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着火爆炸事

故，消防人员动作谨慎，防止碰撞金属，以免产生火花。

（4）根据现场情况，发布动员令，动员气体扩散区的居民和职工，迅

速熄灭一切火种。



（5）气体扩散后可能遇到火源的部位，应作为灭火的主攻方向，部署

水枪阵地，做好对付发生着火爆炸事故的准备工作。

（6）利用喷雾水蒸汽吹散裂漏的气体，防止形成可爆气。

（7）在初步控制中，应有人监护，有必要情况下，应戴防毒面具。

（8）待专业抢修人员赶来后，实施故障排除，根据实际情况，更换或

维修设施。

3
废气处置设施

故障

①当班员工需立即停止生产装置运行；

②后报车间主任，由车间主任组织相应人员进行抢修；

③废气处理装置修理好前，任何人员不得擅自进行生产作业。

4
事故和消防废

水

当发生风险事故时会产生大量事故废水，若事故废水流出厂外，遇雨

季会因地表径流排入外环境，进而影响河流水质。当发生风险事故时，

项目区内事故废水统一收集至厂区事故水池，然后外运至同等类型企

业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排放。



附件十三：

废气处理设施 雨水排口

化粪池 抛丸室

喷漆房 组装区

油漆库 导排沟



事故水池 危废间

危废台账记录 油漆库

废油漆桶 监控设备

应急物资 应急物资



附件十四：

危险废物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公司危险废物的应急管理机制，全面贯彻落实各级环保部门环境应急

的各项措施要求，确保危险废物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有序

行动，高效处置，降低危害，实现保护职工，保护环境的目的，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在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过程中发生

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1.3 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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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应急手册》；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1.4 应急响应方针及原则

贯彻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防救结合、以救为主。保

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方针。

遵循日常监管与应急处置相结合。事故应急与事件应急相结合，预有准备与

快递果断处置相结合，统一指挥、密切协同，科学办事、技术应急的原则。

2 企业风险源（危险废物）分析

2.1 企业主要危险废物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机油、废切削液、废活性炭、废

油漆桶、废过滤棉、漆渣、废UV灯管、废催化剂、含有机物质混合物等。企业危

险废物产生情况见表1。

表 1 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 名称 代码 产生量 储存方式 处置方



号 式

1 废机油 危险废物：HW08 0.05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定期委

托

危废单

位进行

处理

2 废切削液 危险废物：HW08 0.10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3 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HW49 0.6t/a 危险废物暂存间，袋装

4 废过滤棉 危险废物：HW49 0.003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5 漆渣 危险废物：HW12 0.05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6 废包装桶 危险废物：HW12 1.5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排放

7 废UV灯管 危险废物：HW29 6根/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8 废催化剂 危险废物：HW49 0.03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9
含有机物

质混合物
危险废物：HW09 0.1t/a 危险废物暂存间，桶装

2.2 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厂区内产生或储存的危险废物可能引发环境事件主要见表2。

表 2 危险废物暂存间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情况一览表

风险源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影响

危险废

物暂存

间

①由于包装容器损坏、破裂等，发生泄漏

事故；

②废机油等发生泄漏事故时，遇火源引发

严重的火灾事故；

③运输过程中遇突发事件导致发生泄漏、

火灾。

①泄漏导致对周边水环境、土壤造成

污染；

②火灾事故导则对周边大气、水环境

造成影响；

③运输过程中泄漏对道路沿线环境造

成污染

2.3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应急指挥结构、职责和分工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4章节。

2.4 预防与预警

2.4.1 预防措施

1、危险废物监控

公司办公室负责对危险废物暂存间的处理工作，负责在日常安全监督中重点

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2、危险废物的管理措施

公司设置的危险废物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及修改单

的要求进行防渗处理。

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贮存，有防渗漏、防流失措施，并

编制危废管理制度。

公司每年与有处理资质单位签订合同，对危险废物进行转移处理。



2.4.2 预警

发现紧急状态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时，第一发现事故的员工应当立即警告暴

露于危险的第一人群，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成员，同时尽可能的控制泄漏源，防

止事故恶化。

应急指挥部人员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作出初始评估（事故性质、

准确事故源、数量和危废泄漏程度，事故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确定应急响

应级别，启动应急预案，如需救援，则应当立即通知平阴县人民政府、济南市生

态环境局平阴分局、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

事件预警具体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5章节。

2.5 应急响应

当事件发生时，现场发现人员立即汇报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接到报警后，要

问清楚事件地点，查明事件原因，确认事件性质，初步分成事态扩展，判断事件

的环境影响范围、处理难度等，同时通知值班领导，并报告厂区应急指挥部。厂

区应急指挥部接到报告，根据事件的大小和发展态势立即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组织本单位应急小组奔赴事件现场实施应急处置工作。紧急情况下，值班人员

有权按预案要求先处置后再进行汇报。

应急响应具体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5章节。

2.6 应急处理

1、危废间有废液发生少量泄漏时，采用沙子将泄漏的废液进行覆盖吸收，

用铁锨进行收集至专用容器内，暂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危废单位

进行处理，任何个人和部门不得擅自处理。

2、危废间有废液发生大量泄漏时，通过设置托盘进行围堵，然后进行人工

收集后转移至专用包装桶中或通过导流沟槽转输至事故水池内，然后收集后作为

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企业进行处理，任何个人和部门不得擅自处理。

3、为防止危险废物的泄漏，应在危险废物的装卸过程中，采用密闭的存储

容器，以防止运输过程中有泄漏事件的发生。

4、公司每年制定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按其实施工作，及时进行危废的

月报、季报，厂区内设有符合规范的暂存间，建立健全危废管理制度，危废入库

时必须填报危废交接单。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报请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平阴分局批准，领取危废转移联单，转以后将填写完并加盖产

生方和处置方公章的转移联单依据规定呈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平阴分局留存。公

司规定至少每三年内必须对废弃物处置进行现场考察，以确定有害废物的处理是

否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根据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全市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相应要求，对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在山东政务服务

网进行注册管理登记，于固体废物与危险化学品智慧监管系统进行及时填报。

2.7 其他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等具体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应急资源调查

报告》。



附件十五：

环境风险事故报告单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事故发生的时

间
年 月 日 事故发生的地点

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 损失工作日 从业人数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轻伤人数

事故类别 事故性质 事故类型

事故经过：（说明事故原因、起因物、致害物、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单位电话：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十六：

社会影响较大环境风险事故报告单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事故发生的时间 年 月 日 事故发生的地点

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 损失工作日 从业人数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轻伤人数

事故类别 事故性质 事故类型

事故发生的原因

处置情况

企业内部追责奖惩情况

经验教训

下一步措施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单位电话：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十七：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隐患排查表

（企业可参考本表制定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自查用表）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证

明材料

否，具

体问题

其他

情况

1.是否按规

定开展突发

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确

定风险等级

（1）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并与预案一

起备案。

（2）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和风险评估报

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3）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数量和风险评估报

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数量变化是否影

响风险等级。

（5）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是否正确合理。

（6）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是否通过评审。

2.是否按规

定制定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 预 案 并

备案

（7）是否按要求对预案进行评审，评审意见是否及时落

实。

（8）是否将预案进行了备案，是否每三年进行回顾性评

估。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证

明材料

否，具

体问题

其他

情况

（9）出现下列情况预案是否进行了及时修订。

1）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

行风险评估；

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

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报告联络信息

及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4）环境应急应对流程体系和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5）环境应急保障措施及保障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6）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7）在突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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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是否按规

定建立健全

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开

展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和

建立档案

（10）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11）是否制定本单位的隐患分级规定。

（12）是否有隐患排查治理年度计划。

（13）是否建立隐患记录报告制度，是否制定隐患排查

表。

（14）重大隐患是否制定治理方案。

（15）是否建立重大隐患督办制度。

（16）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4.是否按规

定开展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培训，如

实记录培训

情况

（17）是否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18）是否开展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19）是否健全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时间、内容、

人员等情况。

5.是否按规

定储备必要

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

（20）是否按规定配备足以应对预设事件情景的环境应

急装备和物资。

（21）是否已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证

明材料

否，具

体问题

其他

情况

（22）是否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或互救

协议。

（23）是否对现有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对已消耗或耗损

的物资装备进行及时补充。

6.是否按规

定公开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及演

练情况

（24）是否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

况。



附件十八：

应急演练记录表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组织单位

参加人员

演练综述

效果评价

记录人： 审批人：



附件十九：





附件二十：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总则

1.1 制定目的

为有效预防和治理大气重污染，为规范公司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理机制，全

面贯彻落实各级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的各项措施要求，规范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应急

响应行为，针对空气污染等突发事件采取科学合理有效对策，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在生态环境部门对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时的响

应工作。

1.3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函〔2013〕504号）；

《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鲁政办字〔2020〕83号）；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济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济政发 〔2016〕13号）；

《济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济政办函〔2019〕14号）。

1.4 应急响应方针及原则

（1）以人为本，强化监控。

把保障企业员工安全放在防御工作首位，密切空气污染指数变化，认真做好

各项防范工作。

（2）落实责任，统一指挥。

企业在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负责企业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实施，应

急总指挥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3）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发出后，企业根据不同污染预警等级，迅速响应，及时

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落实相应处置措施。

2.应急救援指挥组织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应急指挥组织结构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4章节。

2.2 工作职责

（1）应急指挥中心

负责第一时间启动本公司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负责各项应急措施的组织协

调；负责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信息上报等工作。

（2）通讯联络组

通知企业相关部门、生产车间，发布相关生产环节的停工、停产信息，落实

应急措施情况，并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

（3）应急监测组

负责对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并向应急指挥中

心反馈。

3. 预报预警

3.1 预警信息

镇政府成立镇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修订和完善镇级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决策，应急响应启动和终止，督促指导企事业单位

的应急管理、应急响应、信息公开、应急保障、应急培训、应急演练、监督问责

等工作。单位负责人在接到镇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下发的信息，立即

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根据预警等级第一时间下达厂区各部门相关人员以

落实相应的响应措施。

3.2 预警分级

重污染天气预警以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为指标，根据《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采用我市省控（含）以上环

境空气监测点位连续 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统计计算。重污染天气预警

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警（三级）、橙色预警（二级）、红色预警（一级）

黄色预警（三级）：预测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 2天（48小时）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二级）：预测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 3天（72小时）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一级）：预测 AQI日均值＞200将持续 4天（96小时）及以上，



且预测 AQI日均值＞300将持续 2天（48小时）及以上；或预测 AQI日均值达

到 500。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对应预警等级，实行三级响应。

（1）当发布黄色预警（级）时，启动三级响应；

（2）当发布橙色预警（级）时，启动二级响应；

（3）当发布红色预警（级）时，启动一级响应。

4.2 响应程序

接到上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或应急响应指令后，应急指挥中心按照本预案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由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通过电话等通讯设备将应急响应通

知相关生产部门，对应急响应通告进行厂区或车间宣传栏发布。

应急响应通告发布后，各部门成员应当按照职责分工、根据应急响应专项实

施方案迅速釆取相对应的应急措施。

4.3 响应措施

企业制定了重污染应急减排防控应对措施，对不同的响应程度和响应等级采

取相应的响应措施进行限产、停产。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

警（三级）、橙色预警（二级级）、红色预警（一级），企业针对不同预警等级具

体响应措施见表 1 企业重污染天气减排应急措施一览表。

表 1 企业重污染天气减排应急响应措施一览表

重污染天气三级预警响应措

施

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措

施

重污染天气一级响应措

施

1.喷漆工序：全部停产；

2.切割工序：正常生产；

3.焊接工序：正常生产；

4.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

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1.喷漆工序：全部停产；

2.切割工序：停产2台；

3.焊接工序：停产18台；

4.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

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1.喷漆工序：全部停产；

2.切割工序：全部停产；

3.焊接工序：全部停产；

4.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

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

5 应急结束

在接到生态环境部门对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的解除信息后，应急总指挥中心

组织通知各部门成员终止应急响应。

6 附则

本预案由山东建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适时予以修订。



附件二十一：

油漆库外部 油漆库内部

油漆库内部 油漆库内部

喷漆房外部 喷漆房外部



危废间外部 危废间外部

危废间分区 危废标识

危废标识 危废间内部



车间机加工区域 车间外标识

车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卡 车间气瓶警示标志及分区

车间气瓶警示标志及分区 车间气瓶警示标志及分区



丙烷存放处 丙烷存放处应急卡与警示标志

气瓶规范摆放照片 气瓶规范摆放照片

风向旗照片 丙烷泄露报警器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