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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淄博新华-百利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是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与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成立

于 2003 年 2 月 13 日，法定代表人张代铭，注册资本 600 万美元，企

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注册地址为淄博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化工区。该公司总占地面积 15645m
2
，现有职工 281 余人，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布洛芬原料药，厂区内现已建成布洛芬原料药生产

装置一套，设计生产能力为 1500 吨/年。该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1日

取得了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证书编

号：鲁 G0239；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取得了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鲁 Ha20050382。按照公司

要求及标准配置，公司配备了应急救援物资，包括急救药品、消防器

材、防护器材等应急救援物资，用于消除初起的人身伤害、火灾、中

毒等生产安全事故，超出本公司应急救援能力范围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将主要利用政府的应急资源。公司高度重视应急物资的储备，专人

专管，及时更替，应急物资质量性能可靠，品种数量满足项目及生产

安全事故的抢险救援。

一、 应急组织体系

为确保事故一旦发生时，分工负责，抢险快速，处理得当，公司

成立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发生重大事故时，以指挥

领导小组为基础，以公司管理、生产人员为现场救援骨干。

1）原料药生产厂区

总指挥：刘永太

副总指挥：王涛



2

成员：余永花、宁文帅、常承涛、郝磊、刘玲、杨宝传

2）制剂生产厂区

总指挥：刘永太

副总指挥：王震

成员：赵海坤、李冬梅、窦小叶、高瑾、杨爱荣、郭峰

总指挥

副总指挥

抢险救援组 警戒疏散组 医疗救护组 物资保障组 善后处理组

一、.应急指挥小组职责

1）应急指挥小组职责

（1）接受淄博市应急管理办公室的领导，请示并落实指令；

（2）审定并签发公司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

方案；

（3）下达预警和预警解除指令；

（4）下达应急预案启动和终止指令；

（5）审定重大事件应急处置的指导方案；

（6）确定现场指挥部人员名单，并下达派出指令；

（7）统一协调应急资源；

（8）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负责向淄博市应急管理部门求援并配

合上级部门应急工作；

（9）组织重大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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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审查应急工作的考核结果；

（11）审批单位重大事件应急救援费用。

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指挥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安全

环保部经理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2）总指挥职责

（1）分析紧急状态和确定相应报警级别，根据相关危险类型潜

在后果，现有资源和控制紧急情况的行动类型。

（2）指挥协调应急反应行动。

（3）与企业外应急反应人员、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4）直接监察应急人操作人员的行动。

（5）最大限度地保证现场人员和外援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安全。

（6）协调后勤方以支援应急反应组织。

（7）应急反应组织的启动。

（8）应急评估、确定升高或降低应急警报级别。

（9）通报外部机构。

（10）决定请求外部援助。

（11）决定应急撤离。

（12）决定事故现场外影响区域的安全性。

（13）及时如实上报事故、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演练。

3）副总指挥职责

（1）协助应急总指挥组织和指挥应急操作任务。

（2）向应急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缓事故后果行动的应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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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和建议。

（3）保持与事故现场操作副总指挥的直接联络。

（4）协调、组织和获取应急所需的其他资源、设备以支援现场

的应急操作。

（5）组织公司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对施工场区生产全过程危险

源进行风险评估。

（6）定期检查各常设应急反应组织和部门的日常工作和应急反

应准备状态。

（7）根据各施工场区的实际条件，努力与周边有条件的企业达

成在事故应急处理中共享资源，相互帮助，建立共同应急救援网络和

制定应急救援协议。

4）应急办公室职责

负责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应急救援物资、应急

救援队伍的应急管理和日常监管；负责应急信息的收集、传递、交流，

并向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负责协助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调集应

急救援物资、车辆和队伍；根据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指示向有关部

门报告。

二、应急工作小组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队伍的主要职责

（1）抢修救援组

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宁文帅，组员为安环部及检修站当班人员

制剂生产厂区组长：赵海坤，组员为制造班组当班人员

职责：根据应急指挥部指令，组织应急抢修队伍参与火灾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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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罐管线泄漏等重大应急事件的应急工作；参与制定应

急处置指导方案；组织调配应急救援施工队伍和机具；负责应急指挥

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警戒疏散组

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王涛，组员包括值班室当班人员

制剂生产厂区组长：李冬梅，组员为包装组当班人员

职责：根据应急指挥部指令， 组织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

做好治安保卫工作，疏散无关人员；防止与抢险无关人员误入现场，

保证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现场联络和对外联系（包括投资

方、政府、媒体、相邻单位等）。

（3）医疗救护组

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李萌，组员包括办公室当班人员

制剂生产厂区组长：窦小叶，组员宋飞、李伟、房芳

职责：负责现场伤亡的临时急救，并负责与医院、急救中心等单

位取得联系共同完成现场伤亡人员的救治和运送工作。

（4）物资保障组

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杨宝传，组员包括物控部、五金库人员。

制剂生产厂区组长高瑾，组员张燕翠、郭佳佳、王建冰

职责：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计划编制和采购工作；保障各种应急

物资的供应和调配。

（5）善后处理组

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余永花，组员包括财务资产部员工。

制剂生产厂区组长：杨爱荣，成员为 QA人员

职责：负责事故造成污染物的处理及事故伤亡人员及家属的善后

处理工作。

1、值班联系电话：0533-2195210/219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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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应急救援有关人员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刘永太 总指挥 95201、95789 13561600701

王涛 副指挥 95205 13561600707

王震 副指挥 95850 15698066792

余永花 成员 95202 15753379571

常承涛 成员 95209 13573310061

宁文帅 成员 95208 13589582638

刘玲 成员 95203 13793319263

杨宝传 成员 95206 15589382737

郭峰 成员 96370 13506448897

赵海坤 成员 96560 15898752073

李冬梅 成员 96560 15306439759

窦小叶 成员 95822 15698065519

高瑾 成员 95823 13561638794

杨爱荣 成员 95811 13969379712

3、内、外部应急救援联系电话：

3.1 公司内应急联系电话

生产值班室电话 95210（原料药厂区）、96372（制剂厂区）

安全环保部电话 95208

新华消防队电话 95119（新华一分厂）

新华制药一分厂调度值班电话 95022

3.2政府有关部门和外部救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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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电话：120

公安局：110，指挥中心：2189416

市应急管理局：2300879

高新区应急管理局：3588587 3580633

市环保局：2183283

市政府：3183406 3282887

应急救援信息咨询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电话：0532-83889090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中心青岛抢救中心：0532-83889191(F)，Fax：

83786550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中心济南抢救中心：0531-2983472(F)，

0531-2976509

二、应急救援预案

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共编制了 1个综合预案，3个专

项应急预案，和 35个现场处置方案。

三、应急物资如下

公司成立物资保障组，原料药生产厂区组长由杨宝传担任，制剂

生产厂区组长由高瑾担任。各车间部室负责人定期对物资装备进行检

查和维护，及时更新有效期以外或状态不良的物资装备。对存在缺少

及损害的应急器材编制采购计划，由安环部负责采购更换，保证应急

救援物资装备在日常的完备有效。

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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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消防器材配置情况汇总表

名称 数量 位置 内存消防器械

消防箱 12 合成厂房 水带 2条、水龙头 2个、灭火器 3只

消防箱 14 精制厂房 水带 2条、水龙头 2个、灭火器 3只

消防箱 6 配电室 灭火器 3只

消防箱 6 办公室 水带 2条、水龙头 2个、灭火器 3只

消防箱 4 固体原料库 灭火器 2只

消防箱
5

室外
水带 2条、水龙头 2个、消防栓扳手 1

个，消防铁锨 3个

火警自动

报警系统

1 主控器在值班

室内探头在成

品室内

探头 50，控制器 1，手动按钮 4

消防栓 15 室外 N/A

消防箱 29 制剂生产区 水带 2条、水龙头 1个、灭火器 2只

消防箱 2 制剂 QC 水带 2条、水龙头 1个、灭火器 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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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应急救援物资配置情况汇总表

名称 数量 位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应急照明灯 12 各班组 各班组长 ——

急救药箱 12 各班组 各班组长 ——

空气呼吸器 4
原料药、制剂厂区

值班室
值班员

原料药：

95210

制剂：

96372

防化服 4 原料药值班室 值班员 95210

灭火器（干粉） 159 见消防器材台帐 各岗位 ——

灭火器（CO2） 73 见消防器材台帐 各岗位 ——

消防栓 27 见消防器材台帐 各岗位 ——

消防砂 1 罐区 邢娜 65705

喷淋洗眼器 18 见消防器材台帐 各岗位 ——

自救呼吸器 30 洁净区、值班室 李庶明 65719

气体检测器 3 安环部 宁文帅 95208

防喷溅面罩 40 各班组、检修站 各班组长 ——

过滤式防毒面具 19 各班组、值班室 各班组长 ——

防汛袋 100 值班室 宁文帅 95208

消防池 2 厂房顶层 宁文帅 95208

防汛铁锹 10 仓库 邢娜 65705

消防箱 5 厂区 各区域负责人 ---

应急泵 1 合成厂房一楼 刘清 65709

可燃气体报警器 61 生产区域、罐区 工序主管 ——

担架 2
原料药、制剂厂区

值班室
值班员

95210

9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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