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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针对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

保证迅速、有效、有序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处

理事件源，避免事件扩大，降低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损失，提高

公司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规章、指导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 年 4 月 23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订）； 

（6）《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10）《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0 号）； 

（11）《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1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 9 月 1 日施行）； 

（1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 

（14）《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15）《关于督促化工企业切实做好几项安全环保重点工作的紧急通知》（安

监总危化〔2006〕10 号）； 

（16）《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云环通〔2015〕39 号）； 

（17）《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的通知》环办〔2014〕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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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

（环发〔2012〕77 号）； 

（19）《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

知》（云环发〔2015〕50 号）； 

（20）《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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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1.2.2 标准、技术规范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4）；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5）《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6）《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7）《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 

（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9）《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1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12）《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523-2009）。 

1.2.3 相关文件 

（1）《玉溪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玉市环〔2015〕67 号）； 

（2）《玉溪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易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易门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

知（易政办发〔2018〕7 号）； 

（4）《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250 万件青花艺术（日用）陶瓷技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9 年 7 月）； 

（5）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关于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250 万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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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术（日用）陶瓷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易环审〔2019〕26 号）； 

（6）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公司范围内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1.4 应急预案体系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应急预案体系主要包括《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

案》。环境综合预案中包含①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②釉料泄漏引发环境

事件；③火灾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中包含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提出事故后的安全处置措施。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属于环境综合预案下的专项应

急，应对厂区可能发生的各类情景提出详细预防、处置措施。 

本预案与《易门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关系见下图：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
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提供依据

易门县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指挥与协调 相互衔接

相互配合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
司突发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

天然气管道泄漏
引发的环境事件

釉料泄漏引发
的环境事件

火灾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
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预案体系框图 

1.5 应急工作原则 

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处置，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切实提高企业及各级部门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着重贯彻如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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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救人第一、环境优先。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环境危害。 

（2）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

预警工作，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思想、人员、物资和技术等各项准备工

作，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能力，防止危害扩大。 

（3）快速响应、科学应对。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事先针对各种可能的突发

环境事件情景，形成分工明确、准备周全、快速响应、科学应对的高效处置措施。

并在切断和控制污染源等方面与加油站内部其他预案、在现场处置等方面与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急预案进行有机衔接。 

（4）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在突发环境事件下，需坚持统一领导，分

级响应的原则，针对各种情景落实每个岗位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的职责和工作要求，

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 

1.6 事件分级 

1.6.1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

〔2014〕119 号），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

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一）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 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

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

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二）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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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中毒

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下

急性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

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中毒或

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10 人以下急

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四）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

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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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6.2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分

为：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社会级）、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厂区级）。 

（1）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依靠厂区应急组织机构不能解决，需要易门县政府、环保局等

外部救援力量统一组织协调的事件。 

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社会级）：①火灾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

污染事件。 

（2）可控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可以通过企业内部应急组织机构处理的事件。 

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厂区级）：①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②釉料泄漏

引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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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概况 

2.1.1 公司历史沿革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位于易门工业园区大椿树

片区，占地面积 18665m2，建成 1 条年产 50 万件卫生陶瓷的生产线，年产坐便器

1.2 万件、蹲便器 25 万件、柜盆 13.8 万件、艺术盆 10 万件；2018 年，公司在现

有年产 50 万件卫生陶瓷的基础上，新增原料加工设备 1 套，滚压成型机 4 台、自

动砂坯机、施釉生产线两条，机压成型机 2 台、精坯机 5 台、施釉机 5 台及配套

设施，利用现有烧成窑炉 40%以上空间可装烧青花艺术（日用）陶瓷、略增加烧

成燃气成本的优势条件，进行年产 250 万件青花艺术（日用）陶瓷项目技改；并

将原有生产线热源——液化天然气改为管道天然气。厂区拥有管理人员及员工 90

人。 

2.1.2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5 月委托昆明天杲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卫生洁具陶瓷

生产线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08 年 7 月 7 日取得了易门县环境保护局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易环许准[2008]40 号）；2010 年 12 月该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试生

产，并委托易门县环境监测站对项目进行环保竣工验收，2012 年 6 月 5 日取得了

易门县环境保护局关于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卫生洁具陶瓷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的批复（易环审[2012]20 号）；2012 年 12 月 25 日取得易门县环境保护局

下发的《云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更新（编号：

530425100000025C0011Y）；2019 年 7 月委托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编制完成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250 万件青花艺术（日用）陶瓷技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取得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下发的《玉

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关于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250 万件青花艺术（日

用）陶瓷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公司生产运营至今未发生环境污

染事故，未遭受过周边居民及企业因环保问题而进行的投诉，各项环保设施运营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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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地理位置 

本公司位于易门县工业园区大椿树片区，行政区划属于易门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管辖，厂区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24°41′51.53″，东经 102°10′50.33″。厂址北面

紧邻大军路，区域交通便利。 

2.1.4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公司所在地地处于易门盆地北侧，根据地形资料统计，项目区场属溶蚀谷地

貌，呈南北走向的长条台地，台地南北长约 1050 m，东西宽约 250-1800 m，为不

规则场地，海拔标高 1630-1700 m 之间，地形起伏不大，场地较为平整。厂区东、

西、北三面有上座低山，均为荒山，由大面积石灰岩裸露。 

（2）气候、气象 

该区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分明，易门县多年平均气温 17.1℃，最热

月为 6 月，平均气温为 21.9℃，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 8.3℃，最高气温 32.8℃（2005

年 5 月 29 日），最低气温-1.3℃（1999 年 12 月 27 日）。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6%，

相对湿度的动态变化是：6-11 月最大，12 月至翌年 5 月最小。从 6 月到翌年 1 月

平均相对湿度在 78~85%之间。8 月最大，为 85%。2 月至 5 月在 61-71%之间。四

月最小，为 61%，是全年最小的月份。 

（3）水文、水系 

项目所在地东面 1.1km 为双龙河，双龙河在项目东南面 4.83km 处汇入扒河，

最终进入绿汁江。 

2.1.5 周边环境 

（1）环境空气：公司位于玉溪市易门县大椿树工业园区，按《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96）二级标准保护。 

（2）地表水：项目所在地东面 1.1km 为双龙河，双龙河在项目东南面 4.83km

处汇入扒河。地表水环境按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

标准。 

表 2-1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情况 

环境要素 目标名称 位置 距离 保护级别 受影响对象 

环境空气 梨园 西南 2.06km GB 3095-2012《环境空 140 户，5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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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宫 西南偏南 1.96km 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251 户，897 人 

中屯 西南偏南 2.64km 245 户，881 人 

下北屯 西南偏南 1.89km 223 户，853 人 

方屯 西南偏南 1.95km 360 户，1188 人 

小营 南面 1.69km 102 户，369 人 

三家村 南面 1.67km 193 户，762 人 

大营 东南偏南 1.70m 426 户，1449 人 

新街 东南偏南 2.39km 87 户， 210 人 

三一三勘探

队家属区 
东南 150m 50 户，140 人 

东海 东南 1.55km 110 户， 432 人 

西海 东南 1.31km 91 户， 352 人 

韩所 东面 720m 124 户， 432 人 

团山 东北 1.04km 193 户，762 人 

下龚家营 东面 1.74km 41 户， 152 人 

上龚家营 东北偏东 2.10km 68 户，254 人 

刘营 东北 2.48km 205 户，759 人 

易门县城 西南 2.01km 50000 人 

水环境 
双龙河 东面 1.1km GB3838-2002《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Ⅲ类水体 
水质 

扒河 东南面 4.83km 

环境风险 

梨园 西南 2.06km 

/ 

140 户，562 人 

三元宫 西南偏南 1.96km 251 户，897 人 

中屯 西南偏南 2.64km 245 户，881 人 

下北屯 西南偏南 1.89km 223 户，853 人 

方屯 西南偏南 1.95km 360 户，1188 人 

小营 南面 1.69km 102 户，369 人 

三家村 南面 1.67km 193 户，762 人 

大营 东南偏南 1.70m 426 户，1449 人 

新街 东南偏南 2.39km 87 户， 210 人 

三一三勘探

队家属区 
东南 150m 50 户，140 人 

东海 东南 1.55km 110 户， 432 人 

西海 东南 1.31km 91 户， 352 人 

韩所 东面 720m 124 户， 432 人 

团山 东北 1.04km 193 户，762 人 

下龚家营 东面 1.74km 41 户， 152 人 

上龚家营 东北偏东 2.10km 68 户，254 人 

刘营 东北 2.48km 205 户，759 人 

易门县城 西南 2.01km 50000 人 

2.1.6 厂区平面分布 

公司场地总体呈不规则形，共布设 1 个出入口，位于厂区北侧紧邻大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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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宽度为 12m，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进入大门后，西侧为生产车间、

原料车间、成品仓库等，东侧为办公楼。 

2.2 生产工艺基本情况 

2.2.1 生产原辅材料消耗量及储存量 

公司原辅材料情况见下表。 

表 2-2    原辅材料用量一览表 

序号 项目 材料名称 年消耗量 产地 

1 

原辅料 

粘土 3660 罗芡、建水、玉溪 

2 长石 1185 易门县 

3 石英 850 峨山、文山、广东 

4 高岭土 830 临沧、广东 

5 钠长石 1085 临沧、湖南 

6 方解石 500 易门县 

7 熔炔 62 四川夹江 

8 硅酸锆 140 广东省 

9 氧化锌 70 广西 

10 釉料 620 市场外购 

1 模具原料 石膏 300t 市场外购 

2 能源 天然气 70万m3/a 工业园区天然气管网 

2.2.2 产品名称及产量 

年产 50 万件卫生陶瓷，250 万件青花艺术（日用）陶瓷。 

2.2.3 生产工艺流程 

（一）模具制备 

图 2-1    模具制备的工艺流程图 

企业浇注用模具在项目区内进行，模具制备是利用袋装石膏粉依据成品的形

状经过捏、堆塑、雕刻等步骤制作出与成品形状大致相似的石膏模型，然后将石

膏模送至制模操作台架上制成工作母模和工作模，最后将模型进行自然干燥。 

设计 产品确认
制作石膏工作

母模
工作模 自然干燥

废模具（到期
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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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釉料制备 

合格料

不合格料

熔块、釉料等
釉用原料

称量、配料 球磨 细度检测 过筛除铁

陈腐待用

图 2-2    釉料制备的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釉料制备主要是按配方将釉用原料称量后混合，然后进球磨机球磨，对经球

磨后的釉用原料进行细度检测，细度合格的原料经过筛除铁后进入陈腐池陈腐待

用。 

（三）卫生陶瓷生产 

图 2-3    卫生陶瓷工艺流程及产污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1、配料：原料车间接受汽车运入的粘土、长石、石英、高岭土等，过磅称量，

并对进场的散状原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计量、集中受料、分类堆存在原料车间内。 

粘土等原料 配料

噪声、粉尘

湿法球磨

噪声、废水

参数检测 过筛除铁

地池陈腐搅拌

粉尘

压制成型半成品检验

改洗、上釉干燥 烧成 检选分级

包装进库

废品

液化天然气

熔块、色剂
等釉用原料

配料球磨

过筛入浆池

搅拌

冷却段余热

烟尘、SO2、
NOx等

粉尘

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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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磨：将配好的物料送进球磨机进行粉磨，该粉磨系统为湿法粉磨，在混

合料送入球磨机后，由磨头加入工艺用水进行粉磨。 

3、检测过筛：球磨后的物料经细度检验合格后过筛除铁进入浆池进行陈腐。 

4、半成品检验：陈腐后的物料经搅拌均匀后压制成型，然后进行检验。 

5、干燥：检验合格的半成品通过梭式窑的冷却段的余热进行干燥，余热温度

约 200℃。 

6、上釉：干燥完成的半成品坯体表面施以釉浆。釉浆是将釉料、熔块等釉用

原料配料后进行球磨，然后过筛入浆池，进行均匀搅拌。 

7、进窑、出窑：上釉后的陶瓷坯体进入梭式窑烧制，焙烧燃料为液化气，坯

体在 1300℃左右的高温中经受热发生固相反应，使原来的由矿物原料组成的生坯

最终变成陶瓷成品。 

（四）日用陶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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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日用艺术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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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1、原料配料：原料堆棚接受汽车运入的粘土、长石、石英、高岭土等，过磅

称量，并对进场的散状原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计量、集中受料、分类堆存在原料堆

棚内。原料配料完成后，铲车根据配料表把各种需用的原料送入料斗中中，每一

种不同数量的原料按配料指示控制称量。 

2、坯料球磨：根据工艺要求，将原料和水按一定比例配比放入球磨机中球磨。

磨好的泥浆借助于重力经过不锈钢管道从球磨机卸出，经过筛、除铁后打入陈腐

池。泥浆在慢速搅拌机的浆池中保持悬浮状态，保证泥浆陈腐 2 天以上。 

3、注浆脱模成型：陈腐后的泥浆经压力注入模具内脱模成型，脱模后的坯体

经修坯、自检后进行干燥。脱模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坯料，暂时堆存在成产厂房内，

随后运送球磨机再次球磨。 

4、生坯干燥：由于脱膜后的生坯中含有一定的水分，根据陶瓷生产工艺，为

保证产品质量，避免在烧制过程中出现次品、残品和坏品，因此需对脱模后的生

坯进行干燥预热。脱模经检验合格的生坯，摆放于储坯台上，利用自然晾晒及梭

式窑冷却段产生的热风作为干燥热源进行生坯干燥，使生坯在车间内缓慢升温，

最终达到干燥的目的。 

5、彩绘、施釉：干燥后的半成品经再次检验，合格半成品经二次改洗后进入

彩绘、施釉阶段。彩绘根据市场需求，由彩绘师手工在坯体上进行绘画。然后由

输送设备送入施釉线，经刮边、二次彩绘后送入预干燥段，干燥是利用自然晾晒

或者梭式窑余热进行。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梭式窑前端引风机的作用下，沿着

梭式窑向窑头方向流动，同时逐步地预热进入窑内的制品，这一段构成了梭式窑

的预干燥段。利用通入的热风排除成型釉坯中化学结合水以外的吸附水过程，干

燥时温度要适中，一般要求控制在 120℃左右，温度过高，易造成釉坯脱水过快而

产生裂纹；温度过低，釉坯脱水太慢会影响产量，坯体脱水要平稳，应保证排潮

湿度接近饱和（在 95%-100%中间），使高温水气及时排掉，防止釉坯吸潮垮塌，

即所谓的回潮现象。 

6、烧成：装好在窑车上的釉坯由输送设备送入梭式窑，梭式窑采用天然气烧

成，烧成理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低温阶段（300℃）：排除胚体内的水分和

有机物；②分解氧化阶段（300℃-900℃）：胚体内结合水排除、胚体碳化物氧化、

铁化合物氧化、石英晶型转换等过程；③高温阶段（950℃-1250℃）：胚体氧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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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继续、形成液相和溶解固体、形成新晶相、晶体转边；④保温阶段（1250℃

左右）：液相量增加、晶体发育长大、陶瓷致密化；⑤冷却阶段（1250℃-100℃）：

液相冷却结晶、晶体转化。窑炉操作：关闭燃气阀门，停止燃烧并立即开启冷却

风机向窑内均匀布置的 33 个进风口（喷枪）鼓入冷风，冷却时梭式窑内鼓入（进

入）的冷风流经制品而被加热后，再通过风机抽出送入干燥工段作为干燥生坯的

热源，向窑内鼓入冷风这一段构成了梭式窑的冷却带。 

7、卸车、检验：烧成完成后卸车，分选人员依据生产标准对成品进行检选、

分级后再装箱包装，送入成品库出售。 

8、包装入库工段：经检检验后的成品由人工机械和自动包装机进行包装，包

装后的产品放在木托架上，由叉车运送入产品库。 

（五）机压成型陶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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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机压成型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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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项目机压成型工艺流程与日用艺术陶瓷工艺生产相比，大致相同，机压成型

工艺主要是在过筛、除铁到陈腐之间增加了榨泥、练泥工序；在陈腐之后再次进

行真空练泥；其余与日用艺术陶瓷工艺一样。 

榨泥：过筛、除铁后的泥浆输送至榨泥工序，榨泥的目的是脱水。 

练泥：榨泥脱水后进入练泥机中进行练泥，经过真空练泥机挤压，彻底排出泥

料中的空气，使泥料组织更均匀，可塑性能和致密度也更好，既便于成型也提高

了坯件的干燥强度和机械强度。 

2.2.4 生产废弃物及储存处置情况 

（1）废水处置情况： 

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设备清洗水、车间地面清洗水等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

用于生产；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预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处理，

最终进入园区污水管网。 

（2）废气处置情况： 

企业梭式窑烧成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产生的有组织粉（烟）尘、SO2 和 NOx

及重金属粉尘，经 20m 高烟囱排放；原料堆存、干原料下料等粉尘通过洒水及喷

淋降尘；改洗粉尘采用抽排风机将粉尘抽排至单独的粉尘收集车间。 

（3）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废泥坯、生产沉淀池污泥作为原料返还至生产线；废陶瓷收集外委破碎后作

为原料返还至生产线作原料；铁杂质收集后运至指定的固体废弃物处置场规范处

置；废模具收集后外售水泥厂；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食堂泔水、隔油池废油脂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机修产生的废机油收集

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釉料包装袋暂

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由厂家回收利用。 

2.2.5 环保设施的数量和处理污染物情况 

环评报告中提出防治措施及公司实际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表 2-4    环评中提出的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表 

类别 环评提出建设内容 实际落实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B4%E5%AF%86%E5%BA%A6/17183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2%E7%87%A5%E5%BC%BA%E5%BA%A6/14485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6%A2%B0%E5%BC%BA%E5%BA%A6/184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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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环评提出建设内容 实际落实情况 

环

保 

工

程 

废气 

梭式窑天然气燃烧废气经设置的1根20m高排气

筒排放；原料堆棚只留运输车辆进出口，车间内

采取挡墙格挡作业，定期喷水降低起尘量等措施；

生坯干燥、修坯及包装工段产生的粉尘通过及时

清扫、加强车间通风换气；改洗工段加强排风。 

已落实 

废

水 

生产废水 
设置4座总容积为50m3的沉淀池，3座总容积为

30m3的清水池。 
已落实 

生活污水 
1座容积为2m3的隔油池，1座容积为10m3的化粪

池。 
已落实 

危废暂存间 危废暂存间，1间，建筑面积为2m2。 未设置 

绿化 绿化面积为300m2。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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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风险源及环境风险评价 

3.1 主要环境风险源识别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 A 和《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对公司涉及的各种化学物质种类和量进行

识别。 

3.1.1 物质风险识别 

根据《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2019 年第 01 版）

对公司涉及的各种化学物质种类和量进行识别。公司风险源物质主要有：天然气。 

涉气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0.152＜1，涉气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

比值为 Q0。 

涉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0＜1，涉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为 Q0。 

3.1.2 污染物非正常排放 

非正常排放情况下，烟尘的预测结果并不超标，但相比正常排放来看，网格

点和保护目标的落地浓度均有很大的增加，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必

须杜绝非正常排放。 

3.2 风险源事故环境影响分析 

我公司可能存在风险源事件有：火灾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

染事件；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釉料泄漏引发环境事件。具体分析详见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2019 年第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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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机构及职责 

4.1 应急组织体系 

公司应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具体划分为应急保障组、抢险救援组、环保应急

组 3 个应急小组，应急组织机构人员组成详见下表 4-1。 

表 4-1    应急组织机构人员组成表 

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总指挥 李如得 法人 13887724598 

副指挥 李  源 厂长 13987759891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办公室主任 15987735539 

王春苹 组员 13887717290 

应急保障组 

李建明 生产部经理 18287737856 

肖自勇 窑炉主管 13887751487 

李恩权 原料主管 13887719525 

李长生 成型班长 15974981712 

段绍忠 成型班长 13887767468 

抢险救援组 

谢清波 品质部主管 18214156200 

李恩龙 保安组长 15758193738 

鲁正洪 机修主管 15912768891 

苗  福 班 长 13887723255 

邓云坤 班 长 13577715026 

环保应急组 

王丽晴 副总经理 13988425399 

李琴会 班长 18708779176 

段凤玲 班长 15894292648 

4.1.1 组成 

公司急救援组织机构由管理人员及员工组成，组织机构图见图 4-1。 

应
急
指
挥

部

应急保障组应
急
救
援
办
公

室

抢险救援组

环保应急组
 

图4-1    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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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职责 

（一）总指挥 

日常职责：①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和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②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

订内容进行审定、批准；③保障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经费的投入。 

应急职责：①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动；②决定应急预案的启动与终止；③审

核突发环境事件的险情及应急处理进展等情况，确定预警和应急响应级别；④发

生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及组织现场应急处理；⑤发

布应急处置命令；⑥如果事故级别升级到社会应急，负责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并

提出协助请求。 

（二）副指挥 

日常职责：①组织、指导员工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培训工作，协调指导应急

救援队伍的管理和救援能力评估工作；②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

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③监督应急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审查应急救援工

作报告。 

应急职责：①协助总指挥组织和指挥应急任务；②事故现场应急的直接指挥

和协调；③对应急行动提出建议；④负责企业人员的应急行动的顺利执行；⑤控

制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⑥现场应急行动与场外人员操作指挥的协调。 

（三）应急救援办公室 

日常职责：①负责组织应急预案制定、修订工作；②负责本公司应急预案的

日常管理工作；③负责日常的接警工作；④组织培训、演练等工作。 

应急职责：①上传下达指挥安排的应急任务；②负责人员配置、资源分配、

应急队伍的调动；③事故信息的上报，并与相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

行联络，及时通报应急信息；④负责保护事故发生后的相关数据。 

（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1）应急保障组 

①做好处理环境事件的资金保障工作，负责厂区内外应急救援物资的调配与

发放；②应急救援物资的保管、补充；③根据现场制定紧急撤离（疏散）路线，

应急救援的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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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抢险救援组 

①负责在事故抢险过程中所需的维修设备工具进行存取；②负责厂区内救援

的设施、设备实施紧急拆除、维修；③当事故发生时，负责对厂区内主要设备进

行排查，协同现场指挥进行抢救；④监督应急人员执行有效的应急措施，保证应

急人员的安全；⑤掌握生产工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事故的解决方案；⑥

熟悉主要消防器材、防护设备等的位置及使用方法；⑦及时掌握事故的变化情况，

提出相应措施。 

（3）环保应急组 

①负责对事故状态下的大气、水体环境进行监测，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与保

障；②协助环保局或监测站进行环境应急监测；③负责对事故产生的污染物进行

控制，避免或减少污染物对外环境造成污染；④负责对事故后产生的环境污染物

进行相应处理。 

4.2 政府主导应急处置后的指挥与协调 

当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到场外或公司应对能力不足

时，及时向易门县政府应急办、易门县环保局等外部有关单位求援。当由易门县

政府应急办、易门县环保局等有关部门介入或主导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工作时，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内部应急组织机构成员不变，职责由负应急处置

转变为服从指挥，配合相关部门参与处置工作。 

表 4-2    公司外部救援联系表 

 

 

序号 单  位 联系方式 

1 易门县环保局 0877-4965612 

2 易门县公安消防大队 119 

3 易门县政府办（应急办） 0877-4961691 

4 易门县公安局 110 

5 易门县安监局 0877-4961155 

6 玉溪市环保局 0877-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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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防和预警 

5.1 预防措施 

5.1.1 环境风险源监控 

为了及时掌握危险源的情况，对危险事故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降低或避免危

险事故造成的危害，必须建立健全危险源监控体系，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是监控内容：主要包括监控对象、监控部位、监控方式、监控时间以及

监控频率。其次是监控人员、物资配备：监控人员落实到位，监控仪器（如电子

视频）、监控设施配备齐全，并且落实到位。 

公司厂区安装有摄像头，对厂区实时监控，沉淀池安排专员巡检，责任落实

到人。 

5.1.2 环境事件预防措施 

（1）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预防措施 

①每年进行管道壁厚的测量，对严重管壁减薄的管段，及时维修更换，避免

爆管事故发生。 

②每年检查管道安全保护系统（如截断阀、安全阀、放空系统等），使管道在

超压时能够得到安全处理，使危害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③天然气管道请有资质单位按（CJJ33-2005）《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铺设并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 

④凡易发生事故及危害生命安全的场所以及需要提醒人员注意的地点，均按

标准设置各种安全标志。 

⑤凡需要迅速发现并引起注意以防发生事故的场所、部位均按要求涂安全色。 

⑥当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厂区内，应尽快查明事故源点、泄漏部位及原因，

根据事故的情况向单位领导发出事故警报，组织好现场人员进行自救并向厂区内

职工人员及周围公众进行公告。通知及组织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对道路进

行管制，不允许非事故抢险维修和抢救工作人员进入，确保事故抢险通道畅通。

由于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没有居民点，项目泄漏气体为轻型气体，较易扩散，影

响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项目事故风险对项目周边居住用地的影响不大，出现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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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知项目周边的居民注意房间内通风。 

（2）釉料泄漏引发环境事件预防措施 

①滴漏的釉料随车间排水沟排至生产废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原料车间。 

②车间地面、排水沟均已硬化。 

（3）火灾事故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 

①厂区严格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合理布置总图，各生产和辅助装置按

功能分别布置，并充分考虑消防和疏散通道等问题，消防通道参照消防有关要求

建设、布置，厂区设立严禁烟火警示牌。 

②厂区严格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之规定，配置

相应的灭火器类型（干粉灭火器等）与数量分散在区域内，厂区配备数个消防栓。 

5.2 预警行动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指标经过预警评价得出的危险推断从低到高分为黄、橙、

红三个风险等级；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从低到高分为一般（IV 级）、较重（III 级）、

严重（II 级）和特别严重（I 级）四级预警，并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

示。蓝色预警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发布；黄色预警由市（地）级人民政府政府负

责发布；橙色预警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发布；红色预警由事件发生地省级人民政

府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发布。 

根据国家对突发事件的分级以及结合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事态的严重程

度、紧急程度、财产的损失情况和可能波及的范围，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预

警进行分级，分级为：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厂区级、车间级）和不可控突发环境

事件（社会级）。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

升级、降级或解除。 

5.2.1 预警程序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对应公司事件分级立即启动预警。我公司报警信号

系统分为二级，具体如下： 

II 级预警（可控）：发生环境事件对厂区正常生产运行影响较小的，依靠厂区

自身应急救援队伍能够解决且事态趋势不会扩大的事件，公司发出厂区级预警，

由公司应急总指挥启动应急程序，对突发环境事件事态大小分析，制定救援方案，

应急小组听从应急总指挥调遣指挥开展救援工作；若突发环境事件依靠公司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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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力量可以解决的环境风险事件，则发出车间级预警，开展救援处置后上报应

急救援办公室。 

I 级预警（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扩散至厂区外，厂区内的应急组

织不能解决或控制，且会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事件，则立刻发出 I 级预警。如出现

火灾等引发的次生、衍生突发环境事件，除厂区内启动紧急程序，组织厂区人员

立刻疏散到安全地带外，同时应立即向易门县政府应急办、环保局和周围公司等

报告，请求相关单位开展救援工作。 

5.2.2 启动应急预案程序 

（1）环境事件发现者应调查事件发生原因，查明能否控制局面，若能控制，

则立即进行救援处置；若自行不能控制，则立即向公司应急救援办公室报告，报

告后采取相应救援措施，控制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2）应急救援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内根据环境事件性质及排

污情况，组织应急小组，安排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3）当突发事件得到控制后，应急救援办公室应总结事件发生原因，结合处

理经验制定防范措施，并上报应急总指挥，制定抢修方案，尽快恢复生产。 

（4）若事件影响范围已扩散出厂区外，依靠厂区内的应急组织不能解决或控

制的，由应急总指挥上报外部救援单位，请求相关单位开展救援工作。 

5.3 报警、通讯及联络方式 

5.3.1 报警联络方式 

公司内建立 24 小时有效的报警装置，并设昼夜值班室，当发现有隐患时，当

天值班人员应第一时间通知应急救援办公室值班人员或应急总指挥，在接到情况

报告后，应急救援办公室组织应急小组开展先期处置，然后通报相关单位，并及

时查明事件详情。 

表 5-1    报警联系电话表 

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总指挥 李如得 法人 13887724598 

副指挥 李  源 厂长 13987759891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办公室主任 15987735539 

王春苹 组员 13887717290 

应急保障组 李建明 生产部经理 1828773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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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肖自勇 窑炉主管 13887751487 

李恩权 原料主管 13887719525 

李长生 成型班长 15974981712 

段绍忠 成型班长 13887767468 

抢险救援组 

谢清波 品质部主管 18214156200 

李恩龙 保安组长 15758193738 

鲁正洪 机修主管 15912768891 

苗  福 班 长 13887723255 

邓云坤 班 长 13577715026 

环保应急组 

王丽晴 副总经理 13988425399 

李琴会 班长 18708779176 

段凤玲 班长 15894292648 

5.3.2 内部通讯方式 

各救援组内部通讯方式详见附件 1：应急救援联系电话表。 

5.3.3 外部通讯方式 

各救援组外部通讯方式详见附件 1：应急救援联系电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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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报告与通报 

6.1 内部报告 

当发生环境事件或发现有隐患时，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应急救援办公室或应急

总指挥。 

6.2 外部报告 

当突发环境事件依靠厂区应急组织机构不能解决，需要易门县政府、环保局

等外部救援力量统一组织协调的事件，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应急救援办公室或应急

总指挥，由应急总指挥向易门县政府应急办、环保局和附近企业等报告请求外部

力量救援，由应急救援办公室将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情况通知周边企业，请求周

边企业救援。 

6.3 事故信息通报 

在发生事故后，由应急总指挥和应急救援办公室负责人如实向政府有关部门

及周边企业报告事故情况。应急响应过程中，各种信息统一由应急救援办公室汇

总，汇总后由应急救援办公室发布，各应急小组定时将本小组情况反馈给应急指

挥小组，应急指挥小组分析各应急小组提供的信息，及时将事件发展情况通过应

急办公室向外公告。 

6.4 信息上报 

突发环境事件的正式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 1 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

人员受害情况、事故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起 2 小时内上报相

关主管部门。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包括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

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起 4 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

部门。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故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

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

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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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事故报告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内容包括： 

（1）事件发生的准确地点、内容、污染物名称、物化性质、严重程度等，事

故已经造成的伤害现状； 

（2）事件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 

（3）事件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已污染的范围，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

向； 

（4）直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5）事件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是否请求支援以及请求支援的部门； 

（6）可能受影响区域及采取的措施建议； 

（7）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人员人数、距事故发生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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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响应与措施 

7.1 分级响应机制 

针对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公司控制事态的能力，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

分为二级应急响应，即：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社会级）、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厂

区级、车间级）。 

（1）不可控突发环境事件（社会级） 

①火灾事故可能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 

（2）可控突发环境事件（厂区级、车间级） 

①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②釉料泄漏引发环境事件。 

7.2 响应程序 

公司应急救援办公室应根据事故的类别、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决

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以及应急响应级别。 

应急指挥由公司应急总指挥负责，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和指挥，若总指

挥外出或不能到位时由副总指挥就任，全权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下达应急处置行

动、资源调配、应急指令）。各职能部门按职责要求启动应急方案。 

事故发现人 应急指挥部

应急救援办公室

召集各应急小组

开展处置

同外部救援力量
共同开展救援处置

玉溪市生态环
境局易门分局依

情
况
下
停
运
通
知

信息上报 影响到外环境

外部救援力量

图7-1    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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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应急措施 

7.3.1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措施 

（1）第一时间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发现人立刻向应急救援办公室报告。若依靠公司

内应急救援力量可以解决的突发环境事件（可控级别：厂区级、车间级），发现人

立刻向应急救援办公室报告，不得拖延；若发生依靠公司内救援力量不能解决且

涉及外部环境污染的一般性群体事件（如火灾等），发现人员第一时间向应急总指

挥报告，再由应急总指挥请求外部救援力量。 

（2）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若发生车间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现场，组

织应急小组救援处置；若是发厂区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总指挥立刻赶往现场，

组织应急小组及现场人员救援处置；若发生依靠公司内救援力量不能解决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总指挥及各应急处置小组立刻赶赴现场控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散，

待外部救援力量进入后，统一由政府部门指挥，公司提供应急物资及相应的人员

协助。 

（3）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 

若发生可控级突发环境事件，由公司内的应急小组处置完成后，上报应急救

援办公室，再由应急救援办公室上报总指挥；若发生不可控级突发环境事件，由

应急救援办公室整理详细的情况资料，上报应急总指挥，再由应急总指挥上报易

门县环保局，并配合相关部门对社会进行信息发布。 

（4）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发现人员在上报后，立刻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时采取防控措施，防止事

态的进一步恶化；若出现不可控事件，在采取紧急防控措施的同时上报应急救援

办公室，由应急总指挥请求外部救援力量，待外部救援力量赶到时，公司应急小

组听从相关部门安排，积极协助外部救援处置。 

7.3.2 天然气管道泄漏引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 

发现人员：迅速报告应急救援办公室。 

（1）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人员切断事故源，如关闭泄漏

管段两端阀门，然后召集指挥应急处置小组开展救援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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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保障组：迅速判断上风方向（可根据手帕、树叶等观察），然后建

立隔离区域和疏散区（距离泄漏区 30m 以外），并对隔离区域和疏散区进行警戒和

交通管制，阻止非抢险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确保各专业队与事故现场指挥部

广播和通讯的畅通；根据指挥部的指令及时疏散泄漏段周围人员，按总指挥部命

令，恢复供电或切断电源。 

（3）抢险救援组：穿戴防毒面具进入泄漏区域，及时掌握泄漏管段的变化情

况，提出相应抢修措施，对泄漏站场、阀室、管段控险、排险、抢修，并抢救遇

险人员，转移物资；根据泄漏管段变化及时向指挥部报告。 

（4）环保应急组：穿戴防毒面具进入天然气管段泄漏区，关闭天然气进气阀

门，待外部救援机构处置，并调用通风设备对稀释泄漏气体，防止区域遇火发生

爆炸。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与保障，对事故后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进行相应处理。 

当事故得到控制后，公司指挥部下令成立生产恢复，环保应急组负责消除隐

患，落实防范措施，尽快恢复生产，同时开展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总结经

验教训，并按事故报告程序，向主管部门报告。 

7.3.3 釉料泄漏引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 

发现人员：迅速报告应急救援办公室。 

（1）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警后，调配各应急小组展开先期处置援救等工

作；全程指导各应急小组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2）应急保障组：准备釉料收集装备等应急救援物资。 

（3）抢险救援组：关闭阀门，然后收集过滤回用。 

（4）环保应急组：检查泄漏物是否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7.3.4 火灾事故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措施 

（1）厂区火灾事件发生时，根据厂区可燃、易燃物质的燃烧产物化学性质采

取相应的消防设备、设施进行灭火救援； 

（2）火灾较大时立即切断电源停止生产，并及时拨打消防电话 119，请求救

援； 

（3）抢险救援组：疏散现场人员，并告知厂区周围企业相关人员，保证救援

物资供应；配合外部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将产生的消防废水抽排至事故应急

池暂存；清理事故现场，妥善处置消防废物，防止引发二次环境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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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应急组：调查火灾影响范围，并作相应记录，最终形成整个事件书

面报告存入档案。 

应急处置装备：口罩、手套、废液收集桶、抽水泵、消防装备等。 

7.4 应急响应环境监测 

目前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不具备监测能力，应急监测主要依托玉溪市生态

环境局易门分局环境监测站，公司配合进行采样。突发环境事件时，及时报告玉

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同时请求监测站到现场进行环境监测，监测站无法监

测时，请求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测站进行支援；如果是天然气泄漏事件，在

上报的同时由应急监测组进行采样，通过快速检测，初步判断污染程度。上级监

测部门则根据应急监测所处的实际情况调整应急监测方案，及时开展针对周边环

境的应急监测，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的仪器对事件中有关污

染因子浓度及扩散范围进行监测；对于现场无法进行监测的，尽快送至实验室进

行分析，应急监测结束后需用精密度、准确度等指标检验其方法的适用性。通过

监测确定可能影响的范围及污染程度，以便对事 件能及时、准确的处置。 

（1）监测技术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2）确定应急监测方案本预案根据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拟订应急监

测预案，实际监测方案由环境监测机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589-2010）及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应急监测方案 

①通过初步现场及实验室分析，确定污染物种类，对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

以及确定污染范围。根据不同形式的环境事故，确定好监测对象、监测点位、监

测方法、监测频次、质控要求。 

②现场采样与监测。由应急指挥部指派环保应急组配合监测，进入突发环境

事件现场的应急监测人员，必须做好自身防护措施，经现场指挥/警戒人员许可，

至少两人同行。 

③监测布点及频次： 

A、对天然气泄漏的监测应以事故点为中心，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

形布点；监测因子主要为：甲烷；事故刚发生时，监测频次为至少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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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消防废水的监测应在溢流排口布点，根据污染物在水中溶解度、密度等

特性，对易沉积于水底的污染物，监测因子主要为：pH 值、石油类、氨氮、总磷

等，监测频次为至少 1 次/天。 

采样频次主要根据现场污染状况确定。事故刚发生时，采样频次可适当增加，

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样频次。依据不同的环境区域功能和事故发

生地的污染实际情况，力求以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既满足

反映环境污染程度、范围的要求，又切实可行。 

④样品管理：对于所有采集的样品（包括大气样品，水样品），应分类保存，

防止交叉污染。现场无法测定的，应立即将样品送至实验室分析。样品必须保存

到应急行动结束后，才能废弃。 

（4）监测报告要求：为及时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监测结果，可采用

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监测快报、简报等形式报送监测结果等简要信息。应急

监测结果报告，以最终上报的应急监测报告为准。 

（5）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措施：现场应急监测分析方案的具体实施均是由

应急监测技术人员完成的，而每一污染事故都可能危及监测人员的人身安全。 

①监测人员个人防护：为了保护监测人员并有效地实施现场快速分析，在实

施应急监测方案之前，还应该配备必要的防护器材，如防化服、防毒工作服、酸

碱工作服、防毒呼吸器、面部防护罩、靴套、防毒手套、头盔、头罩、口罩、气

密防护眼镜以及应急灯等。由于国家、省、市、县（区）各级生态环境均建立了

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监测体系，这些防护器材已经纳入相关监测单位的应急监测

物资。 

应急监测时，根据监测事件情况采取适当的个人防护措施： 

Ⅰ废气超标排放防护措施：防毒呼吸器、防护眼镜、防毒手套； 

Ⅱ化学品泄漏防护措施：防毒呼吸器、防化服、面部防护罩、气密防护眼镜、

防毒手套、头罩等； 

Ⅲ污水超标排放防护措施：面部防护罩、酸碱工作服、防毒手套等。 

②应急监测时，监测人员不少于 2 人。 

③进入水体或登高采样时，应穿戴救生衣或佩戴防护安全带（绳）。 

④进入事故现场时，应经现场警戒人员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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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应急终止 

7.5.1 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得到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已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

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并且尽可能低的水平。 

7.5.2 应急终止的程序 

（1）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事故的处理情况，当符合上述规定中任何一种情况，

即可确认终止应急；或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等相关部门确定可以终止应急，由

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应急； 

（2）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向各应急工作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对于一级响应的情景进行不少于 3 天的追踪监测。 

7.5.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根据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要求，成立事故调查组，认真查找、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各应急救援小组根据突发环境应急预案要求，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情况

进行总结，并上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认真汇总后上报副指挥

长和指挥长。 

（3）相关部门根据现场指挥处置情况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将意见和建议

上报至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修订。 

（4）各应急救援小组及时对应急设备、器材等实施维护、保养，使之保持良

好的可用状态，一旦发生过期，立即淘汰更新。 

（5）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救援总结报告，报送上级以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地方政府，并宣布本次应急救

援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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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期处理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公司要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工作，包括现场保护、

消防废水的处理、人员安置及损失赔偿、经验教训总结及应急预案改进等工作。 

8.1 现场后续处理 

8.1.1 现场保护 

应急处置组在第一时间负责事故现场的保护工作主要包括： 

（1）设置内部警戒线，以保护现场和维护现场秩序； 

（2）保护事件现场被破坏的设备部件、碎片、残留物及其位置； 

（3）在现场搜集到的所有物件应贴上标签，注明地点、时间及管理者； 

（4）对搜集到的物件应保持原样，不得冲洗擦拭。 

8.1.2 现场清消与恢复 

环保应急组负责事故现场的清消与恢复工作。现场清消与恢复工作应明确应

急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物产生的环节及根据污染物的特征类型与事件造成的影响

程度提出相应的清消和恢复方法，明确清消废水的排水路径与最终处理处置情况。 

8.1.3 污染物跟踪于评估 

环保应急组负责事故现场污染物的跟踪与评估，并协助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

门分局等有关部门对污染物状况进行跟踪调查。 

8.2 善后处置 

应急总指挥负责组织善后工作，包括污染物收集、清理和处置等事项，尽快

恢复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的影响，安抚受灾影响人员，修复受污染及影响的

环境。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参加救援的各应急小组应认真核对人员清单，清点救

援物资装备、器材；核算污染事故处置发生的费用，整理应急处置记录，编写污

染事故处置报告。 

人员安置及损失赔偿： 

（1）应急救援终止后，应及时告知周边企业和人群，并对周围人群通知事件

发生原因及处置过程，安抚周围人群恐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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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伤亡人员及时送医院救治，做好家属成员的安抚赔偿工作。对在突发

事件中重伤、死亡人员，根据国家标准给予相应的抚恤。 

（3）依法对应急小组成员给予奖励补偿。 

（4）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受灾职工正常生活工作，所需救济经费由公

司统一安排。 

8.3 评估与总结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应急救援办公室组织全厂人员认真分析总结

事故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及环境管理工作的建议。 

表 8-1    事后处置工作一览表 

工作类别 负责人 具体工作 

总结事故原因 
应急救援办公室、

应急处置组 

总结经验教训，内容包括事故性质、类别、原因、责任

防范措施、改进措施和处置工作的经验，编制总结报告，

并由应急总指挥上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 

组织预案修订 应急指挥部 

组织专家对事故应急处置过程及企业环境应急预案进行

全面、专业的评估，并据此修订预案，由本企业应急总

指挥上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备案。 

配合政府部门

相关评估 
应急指挥部 

积极配合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开展的各类评估工

作。 

表 8-2    经验总结与评估内容 

序号 评估事项 评估内容 

1 

事件调查 

事件发生原因 

2 风险源的监控、管理是否合理 

3 工程防范措施是否满足 

4 应急准备工作是否充足 

5 

应急过程 

信息接收、传递、响应措施是否及时 

6 事态的初步评估与发展趋势是否准确 

7 处置措施是否恰当 

8 应急任务的完成程度 

9 出动的应急物资与人员是否与应急任务相适应 

10 应急工作是否符合保护公众、环境的总要求 

11 

事件影响 

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 

12 事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 

13 事件对公众的生活与心理造成的影响 

事件结束后组织人员对事件进行调查与评估，可从管理防范措施、工程防范

措施等方面提出防范措施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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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防控措施完善计划 

序号 完善项目 具体工作要求 

1 
管理防控措

施 

应急预案管理 
应急过程中通过对事件的调查和评估后，确定风险管理

制度及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的缺失与不足情况。以及根据

应急响应过程中针对单元防控不足情况提出完善建议。 

风险管理制度 

环境应急管理 

2 
工程防控措

施 
预警监测措施 

应急过程中通过对事件的调查和评估后，确定风险管理

制度及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的缺失与不足情况。以及根据

应急响应过程中针对单元防控不足情况提出完善建议。 

公司在进行现场应急救援的同时，应急救援办公室抓紧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工

作，全面收集有关事故发生的原因，危害及其损失等方面的证据和资料，必要时

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对于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请求

公安司法部门介入和参与调查取证工作。  

现场应急处理工作告一段落后，由应急救援办公室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据

相关制度，拟定追究事故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意见，报应急救援办公室审批，对

于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突发环境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

应急总指挥认真分析总结事故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根据调

查所获得数据，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

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

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最终形成

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及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8.4 应急改进建议 

应急改进建议包括应急机制中各项工作改进建议，具体包括预警程序、上报

程序、应急响应、物资配备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的改进建议，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

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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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障措施 

应急救援必须要有一定的资金、物资、人员、通讯顺畅等方面作为保障。保

障措施到位是应急救援快速准确实现的基本条件。我公司应急保障措施主要有通

讯与信息保障、资金保障、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物资保障、交通运输保障等 5

个方面。 

9.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公司提供与应急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 

（1）应急总指挥与易门县政府应急办、环境保护局等相关部门建立畅通的通

信网络。 

（2）应急救援办公室移动电话必须保证 24 小时开机。 

9.2 应急队伍保障 

（1）公司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办公室，下设应急小组。 

（2）应急队伍由公司职工组成，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做好相应的应急

准备，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积极组织各类应急演练，经常与

上级指挥部门开展经验交流，建立健全的预警机制和信息上报制度，保证在突发

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险救援、事后处置、应急保障及应急监测

等工作。应急队伍人员不够时应积极寻求当地政府、社会团体的帮助。 

9.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公司做好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防护装备、药品等保障工作，确保经费、物

资供应，对应急救援设备、设施要定期进行检测、维护、更新，确保性能完好。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见附表 2。 

9.4 经费保障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比例从生产金额中提取专项资金建立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应急救援、善后处置以及完善和改进企业污染物处

置条件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由公司建立，由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一旦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公司即启用此项资金，其他应急所需经费由公司财务单独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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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其他保障 

9.5.1 已有救援装备保障 

（1）公司应急保障组负责储备本预案所罗列的应急救援物资。建立相应的物

资信息数据库，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特点和存放位置，制定物资信息数据库

的管理、数据更新和报告制度。 

（2）公司应急救援办公室制定应急救援物资的维护、保养制度，并根据各物

资的性能特点、定期更新和监督检查。 

（3）公司应急救援办公室制定应急救援物资的调用程序和使用制度，建立应

急响应是物资装备能够及时到位和正常使用的管理制度。 

（4）应急救援办公室要明确各应急小组职责，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

有效有序的开展应急响应。 

9.5.2 救援医疗保障 

公司成立了应急保障组，对一般性创伤能及时的处理，且与易门县人民医院

达成协议，医院为事故提供医疗救护方面的技术支持。 

9.5.3 治安保障 

公司建立了 24 小时保安值班制度，实行严格的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制度，保

卫值班人员对厂区巡回检查，确保厂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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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培训与演练 

10.1 培训 

我公司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人员培训，培训由公司应急总指挥发起，授权公司

应急救援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培训时间不定，为了不影响厂区的生产作业参加

培训的人员每次培训都分成两批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和主要目的是明确各自职

责，培训主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分专业等方式，培训范围主要为可控（II 级：厂区

级、车间级）与不可控（I 级：社会级）突发环境事件时的各种应急处置、调度和

人员的自身安全防护。 

10.1.1 培训内容 

（一）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 

（1）培训主要内容： 

①了解、掌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 

②熟悉使用各类防护器具； 

③如何展开事故现场抢救、救援及事故处置，报警、疏散； 

④事故现场自我防护及监护措施； 

⑤初期火灾的扑救方式、方法和应急救援器材的操作技能； 

⑥各应急小组职责及任务培训； 

⑦人员现场救护的基本知识，消防器材、应急救援工具的使用方法等。 

（2）采取的方式 

课堂教学、综合讨论、现场讲解、模拟事故发生等。 

（3）培训时间 

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 6 小时。 

（二）公司设备操作人员的培训 

公司对员工的培训采取多次培训班，制定相应的年度培训计划，对培训效果

进行考核评估，从而提高员工的应急处理能力。 

（1）培训主要内容 

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 

②防火、防爆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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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产车间设备异常情况的排除、处理方法； 

④甲醛理化性质及中毒后简单处理措施培训； 

⑤事故发生后如何开展自救和互救； 

⑥事故发生后的撤离和疏散方法。 

（2）采取的方式 

课堂教学、综合讨论、现场讲解等。 

（3）培训时间 

每季度不少于 4 小时。 

（三）外部公众的环境应急基本知识宣传，内容包括： 

①事故性排放情况下的危害及防护知识，紧急避险知识； 

②人员疏散、转移的要求； 

③事故造成的污染的处理处置方法； 

④对人员造成伤害后的处理方法； 

⑤本预案的相关内容等。 

10.1.2 培训范围 

公司内的所有职工及管理人员。 

10.1.3 培训目的 

（1）规范操作，减少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环境事故； 

（2）充分认知各工艺环节中的风险物质及掌握自救、避险、救援知识； 

（3）熟知各工段、岗位中所涉及的化学品物质基本性质，增强突发事故时应

对能力； 

（4）学会基本的现场救护知识，减少由于不正确救护造成的非正常伤亡情况； 

（5）熟悉各种救援器材的使用方法，以便发生事故时，迅速、准确使用救援

物资； 

（6）熟知各类突发事故的处理方法，以便能正确、有效、及时进行处置，减

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害； 

（7）掌握疏散、撤离时的基本知识，减少不正确做法带来的事故； 

（8）提高厂区职工应对突发事故时的“软件”建设，减少不必要的伤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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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演练 

应急演练是各类事故应急准备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评估应急准备状

态，检验应急人员实际操作水平，发现并及时修改应急预案中的缺陷和不足等具

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针对性，完善应急准备，

提高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10.2.1 演练分类 

（1）桌面演练：通常在室内进行。依据应急预案对事先假定的演练情景，进

行交互式讨论和推演应急救援任务、应急决策及现场处置的过程。 

（2）实战演练：模拟公司可能出现的各类事件，模仿接近真实的环境突发事

件，对本预案的各类应急措施进行组织指挥演练。 

10.2.2 演练内容 

（1）通信及报警信号的联络； 

（2）急救及医疗； 

（3）防护指导，包括专业人员的个人防护及员工的自我防护； 

（4）各种标志、设置警戒范围及人员控制； 

（5）厂区周边交通控制及管理； 

（6）泄漏污染区域内人员的疏散撤离及人员清查； 

（7）向上级报告情况； 

（8）事故的善后工作。 

10.3 记录与考核 

在每次组织培训和演练时应对培训和演练的内容以影像、录音、图片、方案

等方式进行记录；在培训和演练结束后进行讲评和总结，发现本预案中存在的问

题，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 

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对预案进行修正、补充、完善，使预案

逐步合理化。同时，通过演练，发现污染事故应急设置及物资等方面可能存在的

问题，及时整改、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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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奖惩 

11.1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实行奖励制 

为了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避免和控制环境

事故的发生，确保公司生产的正常运行。根据我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在事故未

发生时或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给予奖励： 

①较大、重大和特大事故未发生前，发现事故隐患及时上报或及时将隐患排

除的人员，未使事故发生的，对其给予以 2000元以上至5000 的奖励； 

②一般、较大事故未发生前，发现事故隐患及时上报或及时将隐患排除的人

员，未使事故发生的，对其给予以 1000元以上至2000 元的奖励； 

③事件发生时，及时预警和上报事故信息，使公司应急救援工作能够及时有

效的控制和排除险情的人员，对其给予 500 元以上至1000 元的奖励； 

④事件发生后，公司应急救援工作中，积极、主动、服从应急工作安排，具

有大无畏精神表现，并采用科学、合理有效控制和排除事故险情的人员，对其给

予以 1000元以上至3000 元的奖励； 

⑤公司应急救援工作中，对积极组织人员、主动投入应急工作，并提出科学、

合理化建议并开展应急工作，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的应急小组或个人，

给予以 500元以上至1000 元的奖励； 

⑥公司年终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与应急演练中，表现成绩突出的部门、应急

小组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11.2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 

为保障公司应急救援工作的严肃性，对应急工作中存在过失和严重失职的部

门和个人，依据我公司管理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行为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根

据规定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对有关人员进行经济处罚： 

①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虚报或故意推迟报告的。对直接责任人予以 500元以

上至1000 以下处罚； 

②在事故调查中，隐瞒事故真相，弄虚作假，甚至嫁祸于人的对直接责任人予

以 2000 元以上至 5000 以下处罚。并移送公安机关； 

③事故发生后，由于渎职，不积极采取措施造成污染事故扩大和蔓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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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责任人予以 1000 元以上至 3000 以下处罚； 

④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滥用职权，擅自处理或袒护、包庇事故责任者的。

对直接责任人予以 500 元以上至 1000 以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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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案的评审、备案、发布和更新 

公司应急预案编制完毕，按照预案的审批流程，经公司负责人批准后上报易

门县环境保护局备案。 

（1）预案的评审 

预案的评审分为内部评审和外部评审（由公司组织评审专家对公司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综合评审），每年公司应急指挥办根据预案的演练结果和

其它信息，年终进行一次自评，以确保预案的持续性和适应性。 

（2）预案的备案 

公司最新编制的预案通过评审后，报易门县环保局进行备案。 

（3）预案的发布与发放 

①本预案经公司自评小组和评审专家组评审通过后，由我公司负责人签署发

布； 

②应急救援办公室负责对应急预案的统一管理； 

③应急救援办公室负责预案的发放，并及时对已发放预案进行更新，确保各

部门获得最新版本的应急预案； 

④及时发放给应急指挥小组和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学习。 

（4）应急预案的修订 

本预案除了国家规定的 3 年进行修订更新一次外，有以下情形时将及时进行

修订更新： 

①公司生产经营发生兼并、重组、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人代

表变化； 

②公司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重大变化； 

③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形成新的重大危险源的； 

④应急指挥体系或职责已经调整的； 

⑤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的； 

⑥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要求修订的； 

⑦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的。 

如遇到以上情形，应急救援办公室将根据发放清单名目到公司各部门回收以

前的应急预案，回收完毕之后重新发放修订更新好的应急预案。由应急救援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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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重新发放，并对发放的应急预案重新编制发放清单，接收应急预案的各部门负

责人签字领取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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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案的实施和生效时间 

我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公司负责人组织实施，经过公司内部评审和

公司聘请专家评审通过之后，由负责人签字批准发布后，公司应急救援办公室具

体组织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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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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件、术语和定义 

突发环境事件：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

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

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生

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应急预案：指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

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 

应急处置：指对即将或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应急响应，以降

低损失、影响的处理措施。 

危险化学品：指属于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氧化品、有机过氧化剂、有毒物和腐蚀品等物质。 

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次生、衍生事件：指某一突发事件派生或因处置不当引发的其他事件。 

耦合事件：指同一地区、同一时段内发生的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突发事件。 

监测：指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观测收集有关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并进行分析

处理、评估预测的过程。 

预警：根据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中相关规定，

提前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并提出相关应急措施建议。 

应急准备：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迅速、有序开展应急行动预先进行

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应急响应：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和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应急救援：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轻事件危害，为防止事件扩大或

恶化，最大限度的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后期处置：指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基本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社会

秩序和生态环境恢复正常所采取的一系列善后处理行动。 

恢复：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生产、工作、生活、社会秩序

恢复到正常状态所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性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超出争产工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9 

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

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

污染源等事件发生泄漏时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

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重大危险源：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

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二次污染：污染物由污染源排入环境后，在物理、化学或生物作用下生成新

的污染物(二次污染物)而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物的再次污染。通常，二次污染的危

害比一次污染严重，并由于其形成机理复杂，防治也较困难。当某些一次污染物，

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改变了原有性质，特别是那些反应性较强的物质，性质极

不稳定，容易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新的污染物，即出现二次污染。如美国洛杉

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是由于人的生产活动和汽车行驶排入大气中的烃类及其他

化合物，在阳光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进一步生成以臭氧为主的多种强氧化剂，

从而引起更严重的大气污染，即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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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应急救援联系电话表 

公司内部救援联系表 

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方式 

总指挥 李如得 法人 13887724598 

副指挥 李  源 厂长 13987759891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办公室主任 15987735539 

王春苹 组员 13887717290 

应急保障组 

李建明 生产部经理 18287737856 

肖自勇 窑炉主管 13887751487 

李恩权 原料主管 13887719525 

李长生 成型班长 15974981712 

段绍忠 成型班长 13887767468 

抢险救援组 

谢清波 品质部主管 18214156200 

李恩龙 保安组长 15758193738 

鲁正洪 机修主管 15912768891 

苗  福 班 长 13887723255 

邓云坤 班 长 13577715026 

环保应急组 

王丽晴 副总经理 13988425399 

李琴会 班长 18708779176 

段凤玲 班长 15894292648 

 

公司外部救援联系表 

序号 单  位 联系方式 

1 易门县环保局 0877-4965612 

2 易门县公安消防大队 119 

3 易门县政府办（应急办） 0877-4961691 

4 易门县公安局 110 

5 易门县安监局 0877-4961155 

6 玉溪市环保局 0877-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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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应急物资装备清单表 

公司已有应急物资装备清单表 

一、抢修堵漏装备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 

1 常规检修器具箱 个 1 
鲁正洪15912768891 仓库 

2 应急灯 台 1 

二、个人防护装备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 

1 防尘口罩 个 10 

鲁正洪15912768891 仓库 2 手套 双 10 

3 安全帽 顶 5 

三、通讯装备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 

1 手机 台 / 个人  

2 对讲机 台 2 鲁正洪15912768891 仓库 

四、灭火装置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 

1 消防栓 个 5 

鲁正洪15912768891 
厂区及车

间 

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个 28 

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个 2 

4 水泵 台 3 

五、急救物资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存放地点 

1 急救箱 箱 1 
鲁正洪15912768891 仓库 

2 手电 把 2 

 

公司需补充的物资一览表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存放地点 保管人姓名/联系方式 

1 应急水泵 台 2 仓库 鲁正洪15912768891 

2 警绒线 m 100 

仓库、厂区 鲁正洪15912768891 
3 危废暂存间 m2 2 

4 消防水池 m3 150 

5 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个 1 

6 防尘口罩 个 90 

个人 

/ 

7 手套 双 90 / 

8 安全帽 顶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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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登记表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信息登记表 

信息接受 

事件名称  发生时间  事件单位  

事件类别  发生地点  报警人  

事件简况  

接警人  

事件信息

报送方式 
 

事件初步

原因分析 
 

已采取的 

救援措施 
 

是否有人

员伤亡 
 伤亡情况  

信息处理和上报 

信息报 

送领导 
 报告时间  报告方式  

报告内容    

领导指示    

事件处理 

是否启 

动预案 
 

预案响 

应级别 
 

是否对 

外求援 
 

参与救 

援部门 
 

动用应急

救援物资 
 

主要应 

急措施 
 

应急结果  填表人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附件 4：应急预案启动令 

签发人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命令内容： 

（包括信息来源、事件现状、宣布事项） 

 

 

 

 

 

 

 

受令单位： 

受 令 人： 

时    间：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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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应急预案终止令 

签发人  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传令人  传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命令内容： 

（宣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现场基本恢复，现场指挥部（小组）撤销，

相关部门认真做好善后恢复工作） 

 

 

 

 

 

 

 

 

 

受令单位： 

受 令 人： 

时    间：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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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应急预案名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演 

练 

计 

划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演练内容： 

演练人员和物资准备及分工： 

其他: 

计划编制人：          批准人：         日期：  

预案演练实施情况

记录：（可附照片、

相关资料等） 

 

 

 

 

 

 

 

记录人：                    日期：  

演练后对预案的评

审记录：（对预案的

适用和可行性进行

评价，对预案的不

足和需改进之处提

出修改意见             

  

    

 

 

 

 

 

 

评审人签字：                    日期：  

本预案演练完成后，提供相应记录证据，报公司安全质量部一份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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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 

变更原因、依据、时间： 

 

 

 

 

 

 

 

变更内容（可附页）： 

 

 

 

 

 

 

 

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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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应急处置卡 

天然气管道泄漏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卡 

突发事件描述 天然气管道泄漏环境污染事件 

危害及后果 爆炸、火灾、人员伤亡、消防废水外泄 

应急物资 防毒面罩、沙袋、应急水泵、消防物资、隔离绳、警示牌 

处 

置 

步 

骤 

1.现场第一人发现人通知厂区人员立即切断电源，然后上报指挥部，并

及时拨打消防电话119，由总指挥上报易门县人民政府应急办、生态环境分

局及周边企业等外部救援机构救援。 

2.应急保障组：迅速判断上风方向（可根据手帕、树叶等观察），然后

建立隔离区域和疏散区（距离泄漏区30m以外），并对隔离区域和疏散区进

行警戒和交通管制，阻止非抢险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确保各专业队与

事故现场指挥部广播和通讯的畅通；根据指挥部的指令及时疏散泄漏段周

围人员，按总指挥部命令，恢复供电或切断电源。 

3、抢险救援组：穿戴防毒面具进入泄漏区域，及时掌握泄漏管段的变

化情况，提出相应抢修措施，对泄漏站场、阀室、管段控险、排险、抢修，

并抢救遇险人员，转移物资；根据泄漏管段变化及时向指挥部报告。 

3.环保应急组：穿戴防毒面具进入天然气管段泄漏区，关闭天然气进气

阀门，待外部救援机构处置，并调用通风设备对稀释泄漏气体，防止区域

遇火发生爆炸。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与保障，对事故后产生的环境污染物

进行相应处理。 

应急处置注意事

项 

1.现场火灾处置原则是先断电，后处置； 

2.事故处置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将消防废物转移至危废暂存间妥善

处置，防止引发二次环境污染事件。 

3.总指挥向上级报告：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1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起2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结果报告在

事件起4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 
总指挥：            李如得  13887724598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15987735539 

外部 

火警：119 

公安：110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0877-4965612 

易门县人民政府办（应急办）：0877-496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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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料泄漏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卡 

突发事件描述 釉料泄漏环境污染事件 

危害及后果 污染地表水 

应急物资 防毒面罩、沙袋、隔离绳、警示牌 

处 

置 

步 

骤 

1.现场第一人发现人上报指挥部。 

2.应急保障组：接到报警后，调配各应急小组展开先期处置援救等工作；

全程指导各应急小组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3.抢险救援组：准备釉料收集装备等应急救援物资。 

4.环保应急组：关闭阀门，然后收集过滤回用。检查泄漏物是否进入污

水处理系统。 

应急处置注意事

项 

总指挥向上级报告：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1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起2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结果报告在

事件起4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 
总指挥：            李如得  13887724598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15987735539 

外部 

火警：119 

公安：110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0877-4965612 

易门县人民政府办（应急办）：0877-4961691 



云南盛凌瓷业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火灾事故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卡 

突发事件描述 火灾事故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污染事件 

危害及后果 人员伤亡、危害周边企业、消防废水引起的次生、衍生场外环境 

应急物资 沙袋、应急水泵、消防物资、隔离绳、警示牌 

处 

置 

步 

骤 

1.现场第一人发现人通知厂区人员立即切断电源，然后上报指挥部，并

及时拨打消防电话119，由总指挥上报易门县人民政府应急办、生态环境分

局及周边企业等外部救援机构救援。 

2.应急保障组：建立隔离区域和疏散区，并对隔离区域和疏散区进行警

戒和交通管制，阻止非抢险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确保各专业队与事故

现场指挥部广播和通讯的畅通。 

3.应急处置组及环保应急组：在安全地在隔离区域接应外部消防队员，

待外部救援力量到场后，总指挥将指挥权移交给外部救援机构，厂区内部

应急组织机构成员不变，职责由负应急处置转变为服从指挥，由外部救援

指导调度，配合相关部门参与处置工作，保证救援物资供应。待事故处置

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将消防废物转移至危废暂存间妥善处置，防止引

发二次环境污染事件。环保应急组调查火灾影响范围，查明引发火灾、爆

炸原因，由应急救援办公室整理形成事件报告，并向外部发布事故信息，

将事故报告存入应急档案。 

应急处置注意事

项 

1.现场火灾处置原则是先断电，后处置； 

2.事故处置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将消防废物转移至危废暂存间妥善

处置，防止引发二次环境污染事件。 

3.总指挥向上级报告：初报从发现事件后起1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起2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结果报告在

事件起4小时内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应急联系电话 

内部 
总指挥：            李如得  13887724598 

应急救援办公室：    谭艳萍  15987735539 

外部 

火警：119 

公安：110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0877-4965612 

易门县人民政府办（应急办）：0877-4961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