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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防止突发性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以及能

在事件发生后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消除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环境事件风险，指导公司环境突发性事件的

防范和应急救援，加强企业与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的衔接，委托

南通龙澄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支持单位，编制了《南通市荣力

达铝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应急预案》。

1.2编制依据

本报告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报告。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2.1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

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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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0日通

过,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6月 10日修订通

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0月 28日修订通过，

自 2009年 5月 1日起施行；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2021年 4月 29日修订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订

通过，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月 26 日

修订通过，自 2018年 10月 26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 10月 29
日通过，自１９９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2018年 12月 29日作出修改）；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 10
月 30日通过，自 1996年 4月 1日施行。2016年 11月 7日对第四十四

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等两款做出修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
年 9月 1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环境防治法》（2018年 8月 31
日通过，自 2019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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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令 第 34号，自 2015年 6月 5日起施行）；

（1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部令 第 17号，自 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12）《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环发[2015]4号）；

（1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年 12月 4日修订通过，

自 2013年 12月 4日起施行）；

（1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11
年 7月 22日通过，自 201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5）《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发改环

资〔2016〕1162号）；

（1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2015修订，

2015年 7月 1日起施行）；

（17）《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2002
年第 352号；

（18）《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的决定》（苏政发〔2005〕92号）；

（19）《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环规[2014]2 号）；

（20）《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3日修改 2018
年 5月 1日起施行）；

（21）《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11月 23日修

改 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22）《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8年 3月 28日
修订）；

（23）《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环办〔2016〕16号）。

1.2.2 技术标准、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T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HJ964-2018）；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HJ19-2011）；

（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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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0）《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2）《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13）《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14）《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

（GB20576-GB20602）；

（1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

（1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5085.2）；

（1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

（1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5085.4）；

（1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5085.5）；

（20）《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

（2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5085.7）；

（22）《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19）；

（23）《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

（GB20576-GB20602）；

（24）《常用化学危险品储存通则》（GB15603-1995）；

（2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50016-2014）（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第 35 号）；

（2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

（27）《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安监管危化

字[2004]43号）；

（28）《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2014
年 12月 29日）；

（2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0
年 76号）；

（30）《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苏政办函（2020）37
号）；

（31）《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中国石

油企业标准 Q/SY1190-2013）；

（32）《水体污染事故风险预防与控制措施运行管理要求》（中

国石油企业标准 Q/SY1310-2010）；

（33）《水体环境风险防控要点（试行）》（中国石化安环[2006]10
号）；

（34）《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 52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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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号）；

（3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37）《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DB32/T 3795-2020）；

（38）《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
（39）《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环办应急[2018]8号);
（40）《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

号);
（4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
（42）《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

（43）《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修订版）；

（44）《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

（45）《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3728-2020）；

（4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

（4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4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50）《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2.3其他参考资料

（1）《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新型工业用挤压铝

型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新型工业用挤压铝

型材项目（一期工程）验收资料》

（3）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

1.3适用范围

1.3.1适用对象（主体）

本预案适用于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或

可能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人体健

康或生态破坏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

1.3.2管理的范围及工作内容

遭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人体健康

或生态破坏的厂内、厂外敏感区域都为本预案管理的范围。本预案工

作的内容包括：预防和预警机制、处置程序、监测和恢复等。

1.3.3地理位置

海安市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南通、盐城、泰州三市交界

处。

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安市城北工业园区（大公镇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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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村 21组）。

1. 3.4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及级别判定依据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对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和损

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根据环境污染发生

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环境事件类别主要包括：生产废水事故排放、

化学品泄漏、燃烧或爆炸次生环境事件等。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参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江苏

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版）中的事件分级，针对可能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周边环境

敏感点、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可调动的应急资源，将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从重到轻划分为三级。

（1）Ⅰ级事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事件：

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人员中毒或死亡；发生泄漏、燃烧、爆炸、

超标排放，影响超出公司控制范围，致使当地经济、社会正常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

（2）Ⅱ级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事件：

因环境污染，轻微影响周边环境，干扰公司内正常生产和生活秩

序；发生泄漏、燃烧、爆炸，影响在公司控制范围内。

（3）Ⅲ级事件（一般环境事件）

除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在生产车间小范围内。

1.4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企业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综合预案、生产

安全 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构成。本预案为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综合 性应急预案，与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其他专项

预案、现场处置方案互为补充，旨在完善公司应急救援预案体系，提

升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能力。本预案主要针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编制，与涉及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和现场处置方案合并编写，并着重

体现“统一指挥， 分级响应，先期处置，公众参与”原则，同时与《海

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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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海安市大公镇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

应急

预案

现场

处置

方案

图 1-1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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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一览表

序号 相衔接的部门 与本预案相衔接的应急救援预案

1 海安市人民政府 海安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 海安市应急管理局 海安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3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 海安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 海安市大公镇 海安市大公镇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工作原则

（1）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环境安全，常备不懈，防患于未

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重视

专家在环境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大投入，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

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等日常准备工作，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预防、

预警能力。

（2）救人第一、环境优先。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作为首要任务，

并优先采取措施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的危害。

（3）先期处置，防止危害扩大。加强全员应急知识的培训和应急处置

队伍的建设，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能力。充分发挥公司应急救援

第一响应者的作用，防止危害扩大。以自救为主，社会救援为辅。

（4）快速响应、科学应对。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建立联动协调制度，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

制。根据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可控性、所需动用资源、

影响范围等因素，分级设定和启动预案。

（5）应急工作与岗位职责相结合。结合本单位实际，实行区域主管责

任制，把应急任务细化落实到具体工作岗位；充分利用公司环境应急救援

力量，加强与外部救援力量联系，充分发挥专门培训的环境应急救援力量

的作用，包括现场组织指挥机制、应急队伍分工、信息报告、监测预警、

不同情景下的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资源保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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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体系

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与本预案互为补充，建立的安全管理

组织及安全生产应急组织体系同样适用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指

挥。为突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公司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

公司环保科，负责日常应急管理工作，主要是负责应急器材的管理，确保

齐全有效，负责应急队员应急处理技能的培训和安全防护知识器材使用进

行培训，组织应急队员应急演练等工作。依据“平时高效管理，战时快速响

应”的原则。公司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综合组组长、抢险组组

长、急救组组长、后勤组组长、监测组组长组成。

公司应急救援小组织体系有总指挥、副总指挥、综合组、抢险组、急

救组、后勤组、监测组。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详细组织机构见图 2-1。

总指挥：

吉荣/史友义

副总指挥：

吉成辉/骆永勤

综合组组长：

杭开林/黄靖波

抢险组组长：

王贤森/范存进
急救组组长：

顾继梅/魏燕梅

后勤组组长：

史传海/仲继华

监测组组长：

范本善/吴国华

图 2- 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图

2.2 应急救援人员组成及应急工作职责

2.2.1 应急指挥部组成及应急工作职责

公司应急指挥部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各生产现场负责人组成。

（1）应急指挥部成员：

总指挥：吉荣/史友义

副总指挥：吉成辉/骆永勤

成 员：杭开林/黄靖波、王贤森/范存进、顾继梅/魏燕梅、史传海/仲
继华、范本善/吴国华



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9

（2）应急指挥部职责

①事件发生后，进行应急评估，决策应急响应级别；

②按照“救人第一、环境优先”的原则布置应急救援方案。

③调配全公司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发布应急救援行动指令。

④划定隔离区，发布事故信息（决定事故信息上报及有可能受影响区

域的通报）。

⑤决定扩大应急程序，协调政府和社会救助力量；

⑥响应级别升级后，接受政府人员领导和指挥，配合政府的应急行动；

⑦决策应急终止行动，协调事故的善后处理，总结经验、教训和上报

事故调查报告。

2.2.2 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应急工作职责

在发生事故时，各应急救援小组按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通过平时的演习、训练，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主要职

责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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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职责
组织机

构
A角负责人 B角负责人 职务 A角组成人员 B角组成人员 职责

应急指

挥部
吉荣

13862718529
史友义

13813741998
总指

挥

副总指挥：吉

成辉
13912850175

骆永勤
15370985496

①第一时间接警，甄别是一般还是较大环境污染事故，并根据

事故等级，下达启动应急预案指令，同时向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上报

事故发生情况；

②负责制定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并组织现场实施；

③制定应急演习工作计划、开展相关人员培训；

④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动用应急队伍，做好事故处置、控

制和善后工作，并及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应急处理应急指挥部报告，

征得上级部门援助，消除污染影响；

⑤落实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应急指挥部的指令；

⑥总指挥负责与生态环境局工作对接，同时负责现场信息控制

工作，防止应急组人员随意发布信息，防止谣言、造成恐慌，限制

无关人员进入。公司的信息需统一经过总指挥的确认无误后方可发

布。

综合组
杭开林

15950876481
黄靖波

15862034887 组长

童海峰
18795796830

仲峙润
15162805177

史友红
13962703221

范存德
15862725095

①主要负责事故现场调查取证；调查分析主要污染物种类、污

染程度和范围，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

②承担与当地区域或各职能管理部门的应急指挥机构的联系工

作，及时将事故发生情况及最新进展向有关部门汇报，并将上级指

挥机构的命令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汇报；

③进行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评估，并对应急预案进行及时总

结，协助领导组完成事故应急预案的修改或完善工作；

④负责编制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并将事故报告向上级部门汇报。

抢险组
王贤森

15850491483
范存进

13962753132 组长

王军
15996592310

马德双
13162308362

吴英存
18252923151

周鹏飞
15366395755

①按照应急指挥部的作战方案组织抢险救灾，负责事故处置时

切断电源、气源，生产调度，事故现场灭火，事故源阻断、堵漏，

工程抢修，转移污染物等事项；

②“救人第一、环境优先”，着重受伤人员的抢救，外排水的紧

急切断，控制环境事态的发展；抢救出的受伤人员交由急救组进行

救护。

③负责事故后现场的清理、恢复工作，着重污染区域、水域、

建筑物表面等的消毒去污和废水处理；负责事故后的设备检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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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

构
A角负责人 B角负责人 职务 A角组成人员 B角组成人员 职责

修、复位，制定安全措施并执行落实。

④完成应急指挥部赋予的其它任务。

⑤进入现场前应全面了解事故灾情、可能影响的范围，预定几

种处置方案和撤退路线，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预防次生事故发生；

⑥配合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有关事故现场信息。

急救组
顾继梅

15370625821
魏燕梅

13912855028 组长

史海霞
13861916035

周玉斌
17312399108

吴克芹
13584713572

高美
18051381056

①负责事故现场的伤员转移、救助工作；

②协助医疗救护部门将伤员护送到相关单位进行抢救和安置；

③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时，组织厂区人员安全撤离现场；

④协助领导组做好死难者的善后工作。

后勤组
史传海

15162809388
仲继华

15162805177 组长
吕慧慧

13584717251
杨礼琪

13862723603

①通知各个小组准备就绪工作并确保救援物资、装备供应，确

保应急状态下通信畅通；

②做好救援、受伤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水等

生活必须品）；

③做好职工、职工家属及受灾区域人员的接待、安抚、安置、

教育工作。负责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确保不影响公司的

抢险救灾。

④做好有关领导和人员的接待工作；

⑤做好隔离区的保卫、应急疏散工作；

⑥负责接待新闻媒体，通报有关事故情况；

监测组
范本善

18036459520
吴国华

13962786019 组长
周斌

18936452922
湛业美

18012518258

①负责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查清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的种

类和特性，以及污染物的浓度分布，为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理提

供技术支持；

②参与应急监测方案的制定和现场监测方案的补充和修改；

③做好现场采样监测，配合专业部门展开现场应急监测；

④做好现场监测人员的人身防护工作；

⑤负责应急监测仪器、采样器具、人身防护装备的日常维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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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急指挥、协调和决策程序

突发事件现场情况复杂，救援任务艰巨，只有实行统一指挥，才能保

证现场力量部署的整体性和救援行动的协调性，使之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

灾害现场的总体决策，有效完成救援任务。根据章节 1.3.4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协调和决策程序如下：

2.3.1政府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初判为重大以上（Ⅰ级）突发环境事件公司总经理应立即上报，同时组

织公司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扩大。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应

急管理、消防救援、生态环境）人员到场后，由到场支援的级别最高领导

负责指挥、协调和决策应急工作。必要时，成立应急指挥中心，由生态环

境局到场的最高级别领导同志担任总指挥，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政府救援力量抵达后，公司应急指挥部接受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在

应急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配合专业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参与应急

保障、人员疏散等工作。总经理向政府指挥人员汇报事故发生情况、目前

的处置措施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初步评估情况，同时移交指挥权，提供救

援所需的企业信息，如厂区布置图、重要保护目标、消防设施位置、参与

救援人员信息等。

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协调内容：

（1）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调集专家人员参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应急指挥工作；

（3）指挥各专业救援队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4）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控制区域，必要时实施影响范围（包括厂

外）内人员的紧急疏散和转移；

（5）确定重点防护区域，对重点危险源（包括相邻单位）实施监控；

（6）协调专业监测队伍对受威协的周边地区进行应急监测；

2.3.2公司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较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由公司总经理负责应急指挥、协调和决策工

作。必要时，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部设总指挥一名，现场指挥一名。

总指挥由总经理担任，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指挥由

副总经理担任，或由总经理临时任命。

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环境事件的险情通知有关部门、救援小组及协作

单位，各应急机构接到通知信息后，应立即赶赳现场，在指挥部的统一指

挥下，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境应急处置行动。

应急总指挥因故不在场时，由副总指挥负责代理履行应急总指挥职责，

或由总指挥指定人员代理履行应急职责，全权负责事件（事故）的应急救

援指挥工作。夜间，指挥人员未到场时，由值班人员或作业现场负责人负

责指挥。

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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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指挥职责

（1）负责组织指挥全公司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组织紧急评估，决策应急救援行动方案；必要时，与专家组人员

进行沟通，确定救援方案；

（3）负责指挥、调度各应急救援小组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4）直接监察应急救援行动，决定疏散和撤离行动，保证现场和企业

外来人员安全；

（5）负责与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沟

通，提出请求支援的具体事宜，报告应急救援行动方案和事态情况；

（6）向周边友邻单位通报事态情况，提出疏散和撤离要求；

（7）负责启动或解除应急救援行动信息的发布；组织、协调事件的善

后处理，总结经验和教训。

二、现场指挥职责

（1）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具体工作，比如事故报警、情况通报、

灭火、警戒、治安保卫、疏散、道路管制及事故处理等工作。

（2）负责应急救援行动方案的实施，负责现场人力、物力调配和现场

指挥；

（3）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灾情和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情况，保证现场抢

险救援行动与各保障系统的工作相协调。

（4）进行事故的现场评估，向总指挥提出救援过程中应考虑和采取的

安全措施。必要时，与总指挥部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关专家进行直接沟通，

确定抢险救援过程中应考虑和采取的安全措施。

（5）必要时，向指挥部提出增援、人员疏散要求。

（6）督导灾后复建及应急设备、器材的整理复归工作；

（7）参与事故调查，负责抢险救援工作总结。

（8）总指挥不在公司时，履行总指挥责职，统一指挥事故应急工作。

三、指挥部成员职责

（1）按照指挥部的分工，以对应应急响应小组为落脚点，全力配合现

场指挥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2）向总指挥提出减缓事故后果的行动对策和建议。

（3）完成总指挥布置的其他任务。

四、各应急小组设小组长一名，在指挥部的领导下，快速带领各行动

小组实施应急处置方案，全力进行应急抢险。注意事项：

（1）所有救援人员应按各自的分工和任务，穿戴好相应个人防护用品，

携带好器材和工具，方可投入救援工作。

（2）当发现事故现场大量泄漏时，除了加强救援人员的防护外，并通

知有关部门，组织好气体扩散范围内的人员疏散及抢救工作。

（3）火灾事故应分析起火物料，采用合适的灭火材料。

（4）发生爆炸事故，应及时撤离现场人员。



南通市荣力达铝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4

2.3.3 车间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无论大小，事发部门应立即组织生产现场人员进

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扩大。

初判为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立即上报总经理，总经理到场后，交

由总经理负责指挥协调；初判为一般环境事件，现场处置由生产现场负责

人负责指挥协调工作，事后书面向公司安环科报告。

2.3.4人员替补规定

为保证应急指挥岗位随时有人，不空缺，指挥部人员实行“AB 角制

度” 。A角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B角应主动熟悉并协助做好应急救援指

挥工作， 当 A角外出不在现场时，由 B角全权负责，A、B两个责任人不

得同时外出。

2.4外部应急与救援力量

Ⅱ级响应等级措施启动后公司可请求的外部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括：

上级主管部门：海安市大公镇；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海安市应急

管理局等主管部门；

为确保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在需要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公司安环科保

持与外部应急救援力量的沟通和联系，了解应急能力和人员装备情况，介

绍本公司有关设施、危险物质的特性等，与上海贤拓铝业科技海安有限公

司、江苏众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互助协议。外部应急救援通讯见表 2-2。
表 2-2 外部应急救援通讯录

序号 部门名称 报警或值班电话

1 海安市政府办公室 88813815

2 海安市应急管理局 88169809

3 海安市公安局 88926999

4 海安市治安大队 110

5 海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119（火警）

6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 81812369

7 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监测站 88813610

9 海安市急救中心 120

10 政府热线 12345

11 环保热线 12369

12 海安市卫健委 88852279

13 海安人民医院急诊室 88869509

14 海安市大公镇 887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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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报警或值班电话

15 贲集村 13016770078

16 上海贤拓铝业科技海安有限公司 13061603962

17 江苏众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3912852288

18 江苏添蓝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596278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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