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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发环境事件特征 

1.1 事件可能引发原因 

公司厂区内产生或储存的危险废物可能引发如下事故： 

（1）泄漏事故 

主要原因：①储存容器损坏，发生泄漏；②在厂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导致泄

漏；③由于操作失误导致危险废物的跑冒或溢出；④由于火灾、爆炸等事件引起

危险废物的泄漏。 

影响范围：①对储存现场的污染；②在运输过程对厂区道路污染。 

可能后果：可能会导致厂区内外土壤污染或者水体污染。 

（2）火灾爆炸事故 

危险废物暂存库内废机油、废活性炭等属于可燃物，如在此区域有明火，达

到燃点起火，火灾蔓延，可能导致热引发破坏性的爆炸。 

1.2 环境风险物质 

根据现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对危险废物产生情况的梳理，公司涉及的

危险废物产生、暂存及处置情况如表1-1所示。 

表 1-1 厂区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汇总表 

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利用处置

方式 

1 含镍污泥 含镍废水处理 固态 HW17 336-054-17 25 

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

置 

2 废弃物 全生产过程 / HW49 900-041-49 4.5 

3 废电镀滤芯 电镀 固态 HW49 900-041-49 2.0 

4 废活性炭 有机废气处理 固态 HW49 900-039-49 2.56 

5 废机油 设备维护 液态 HW08 900-249-08 0.5 

6 酸碱污泥 酸碱废水处理 固态 HW17 336-064-17 85 

7 废槽渣 脱脂、表调和磷化 固态 HW17 336-064-17 25 

8 含铬污泥 含铬废水处理 固态 HW17 336-069-17 25 

9 含锌污泥 含锌废水处理 固态 HW17 336-052-17 15 

10 废包装桶 物料包装 固态 HW49 900-041-49 2.0 

11 废乳化液 机加工 液态 HW09 900-006-09 5.0 

12 废活性炭 废水处理 固态 HW49 900-041-49 2.0t/3a 

13 废铅酸蓄电池 叉车维护 固态 HW31 900-052-31 1.5t/3a 

14 在线废液 在线监控装置 液态 HW49 900-047-49 0.5 

2.3 事件的危险性及可能影响范围 

公司危险废物暂存库危险单元内环境风险识别情况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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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环境风险识别表 

危险

单元 

风险

源 
主要风险物质 

环境风险类

型 

事故危害

形式 
环境影响途径 

可能受影响的环境

敏感目标 

危险

废物

暂存

库 

危险

物质 

含镍污泥、含

铬污泥、含锌

污泥、废弃

物、废电镀滤

芯、废活性

炭、废机油、

酸碱污泥、废

槽渣、废包装

桶、废乳化

液、废铅酸蓄

电池、在线废

液等 

火灾爆炸及引

发次伴生 

热辐射 

扩散、消防水漫

流、渗透、吸收 
厂区及周边大气环境

敏感目标、地表水、

地下水和土壤等 

毒物蒸发 

烟雾 

伴生毒物 

消防水 

泄漏 液态毒物 
扩散、漫流、渗

透、吸收 

中毒 

毒物蒸发 

- 
厂区及周边大气环境

敏感目标 

烟雾 

伴生毒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2013)及其修改单以及327号等文件要求，厂区内设有2座面积合

计245m2的危废暂存库，分类存放并设置分区警示标志牌，不混放不相容危险物；

同时按照规范要求粘贴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物暂存库内外部安装视频监控

并联网。公司危险废物转移委托有运输资质单位采用专用车辆运输，严格禁止抛

洒滴漏，杜绝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 

综上，公司危险废物均能得到妥善处置，正常情况下不产生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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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机构 

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见公司综合预案，应急抢险

职责主要由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现场处置组承担。 

为了快速、高效实施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专项工作，明确公司各部门和人员在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工

作中的职责，成立如下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小组。 

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小组名单

如下： 

表2-1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小组名单及职责 

组织结构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职位 

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专项小组 

组长 傅有明 15861383838 行政管理人 

组员 尹学琇 13665239097 保管员 

组员 陈善芬 15252755011 保管员 

 

（1）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小组组长由傅有明担任，负责组

织开展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工作，指挥协调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专项具体事项。 

（2）尹学琇负责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每天按要求对危

险废物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在事故发生时（危险废物洒落或泄漏），应积极参与

事故的处理处置工作。 

（3）陈善芬负责本部门产生的危险废物收集、并将部门收集后的危险废物

按照特性进行分类贮存于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负责危险废物设施（存放点）的

安全管理工作。在事故发生时（危险废物洒落或泄漏），应积极参与事故的处理

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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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处置程序 

应急响应程序均执行以下应急准备与响应控制程序，即：发现→逐级上报→

指挥长（或指挥机构）→启动预案→应急处置→应急终止，即事故现场发现人员，

及时逐级上报，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应急抢险工作，并启动响应预案。 

公司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事故现场的主要内容包括： 

（1）提出事故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协调各职能小组、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支援行动； 

（3）严格督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4）划定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5）根据现场救援进展情况，确定被转移群众的疏散及返回时间； 

（6）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7）如有必要，请示上级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现场应急救援指挥

部的应急指挥工作。 

应急处置程序如图 3-1所示： 

 

图 3-1 应急处置程序图

事件发生 

事件初判 现场处置措施 终止 

指挥部 

事件级别研判 

不
满
足
启
动
预
案
条
件 

事态不 

可控 
事态可控 

指挥部 

启动Ⅲ级应急处置 

指挥部 

启动Ⅱ级应急处置 

事态是否可控 事态是否可控 
N 

Y 

Y 

N 

区生态环境局 上报 

终止 



5 
 

4 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 

4.1 现场处置措施 

4.1.1 泄漏事故应急处置 

突发事故发生时，首先设立警戒线，任何人未经现场指挥部的允许，不得擅

自进入事故现场；同时应急处置人员立即佩戴防火服、穿戴胶鞋和防毒面具，做

好防护后进入现场。 

若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废物泄漏，事故中心应严禁火种、切断电源、禁止车辆

进入、立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人员的

撤离。如果泄漏物是有毒的，应使用专用的防护服、隔绝式空气面具，立即在事

故中心区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人员的撤离。

为了在现场上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1）污染源强切断：查找泄漏原因，根据泄漏源包装材料特性选择相应的

封堵材料，切断物料来源。 

（2）污染物控制：将泄漏的危险废物尽量控制在导流沟和收集池内，首先

采取将泄漏液体导入备用容器中，对泄漏到地面的采用吸附材料进行吸附，选择

沙土；或针对液体流淌的方向用黄沙，泥土等筑堤坝，有效阻止液体扩大泄漏范

围。 

（3）污染物消除：针对泄漏物质特性选择稀释或覆盖方式消除污染物，包

括向有害物质蒸汽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对于可燃物，可以在现

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蒸发速度，可

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 

应急处置后产生的吸附污染物的物质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4.1.2 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第一发现者根据火灾严重程度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若是初期之火可通过现场人员之力扑灭，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专业的灭

火工具如灭火器等灭火；若火灾情况较为严重，现场发现人员大声呼叫现场及周

边作业人员紧急疏散，就近向安全出口依次疏散，撤离现场。 

（2）应急救援队伍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首先应切断电源抑

制火势蔓延的途径，及时撤出易燃易爆物质，控制燃烧范围；同时，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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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物质的品名、比重、水溶性以及有无毒害、腐蚀、沸溢、喷溅等危害性，以

便采取相应的灭火和防护措施。 

（3）切断物料来源，避免使用直流水冲击着火液体表面，否则会发生流淌

火及飞火；火场上如果有液体流淌火，立即进行截流封堵，针对液体流淌的方向

用黄沙，泥土等筑堤坝，阻止火势蔓延。 

（4）对较大的储存量或流淌火灾，应准确判断着火面积。 

①小面积液体火灾，一般可用水雾，耐醇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 

②大面积液体火灾则必须根据其相对密度（比重）水溶性和燃烧面积大小，

选择正确的扑火剂扑救。 

（5）当发生火灾时，利用消防设施对危险废物暂存库进行冲洗降温，防止

危险物质高温爆炸，造成更大火灾或燃烧。采用消防水灭火或清洗现场前应先封

堵雨水、污水排口，将消防废水及时截留在厂区内，切断被污水排入外环境的途

径，同时用收集桶收集。 

（6）积极抢救受伤者、疏散人员，让窒息人员立即脱离现场，到户外新鲜

空气流通处休息；严重烧伤或窒息这立即转运至附近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应急

指挥部等有关部门。 

4.2 现场疏散 

当发生危险废物泄漏或由此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时，厂人员疏散根据应急逃生

路线图进行转移，必要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知四邻单位疏散。 

厂外人员转移需要根据厂区设置的风向标，向上风向转移；进入安全区域后，

尽快脱去污染衣物，防止继发伤害，一旦皮肤或眼睛受到污染，应根据情况选择

处理方式，并就近医治。疏散时对所有人员进行登记，疏散完时清点人数，查明

是否有人滞留在危险区。 

4.3 应急救护 

发现火灾现场有人中毒窒息或烧伤时，立即抢救至空气新鲜的安全地带，如

呼吸停止应立即实施人工呼吸。烧伤人员应注意保护创面并防止二次受伤，如有

外伤流血应立即包扎，待医院急救中心人员赶到后作进一步处理。 

①现场抢救：救护者做好个人防护，进入事故区抢救受伤人员时，首先要做

好个人呼吸系统和皮肤的防护，佩戴好防火服、防毒面具、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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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医院抢救：严重中毒者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在送往医院的过程要采取

必要的救护措施。 

4.4 应急响应 

4.4.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被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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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尽量低的水平。 

4.4.2应急终止的程序 

（1）确认终止时机由事件责任部门提出，经现场指挥小组批准。 

（2）现场指挥小组向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应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4.4.3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应急结束后，将事故情况上报；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所需有关情况及文

件，写出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 

4.5 应急监测 

由于公司监测能力有限，因此发生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时，委托第三方有

资质的检测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应急监测，对事故性质、参数与后果进行评

估，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发生事故后，公司环境保护组立即联系应急监测单位赶赴现场；由公司委托

的应急监测单位联合根据实际情况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迅速

确定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布点、频次、项目和方法等），及时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仪器对污染物种类、浓度、污染范围及可能

的危害做出判断，以便对事件及时、正确进行处理。 

4.6 应急物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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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调用由应急保障组负责。 

根据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件特征、区域地理位置特征，判断需要的物资

种类并预估物资数量，由应急保障组负责联系，调集物资到现场物资存放点或做

好调配准备。公司应急设施及物资除依托内部以及友邻企业应急设施外，还可联

系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环保部门统筹协调，请求救援

力量与应急物资、装备支持。 

公司物资(包括数据、信息)调用程序按照章程规范规定，执行以下调用程序： 

①指挥部统一调用：指挥部通过分析应急处置方案，以及事件处置进展信息，

确定所需的应急物资。应急保障组根据确定的物资种类与数量，做好联系、购买、

调配、分发、统计、登记等工作。 

②应急救援工作小组申请调用：在事件处置工作中，各应急救援工作小组需

要增加应急物资时，由各工作组牵头单位统计汇总后，向指挥部提出申请，指挥

部批复后由应急保障组调配；情况紧急时，各工作组牵头单位直接向应急保障组

提出物资增调要求及紧急情况说明。 

③跨区域物资调用：当公司内部的物资无法满足应急需求、需要调用其他友

邻企业的应急物资时，由指挥部负责出面联系协调，应急保障组根据指挥部指示

负责具体接洽并完成调配工作。 

厂区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清单如下表4-1。应急保障组负责应急装备检查

和维护，定期检查一次，填报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使用清单。 

表 4-1 厂区应急物资布置情况汇总表 

环境应急资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存放位置 

完好情

况或有

效期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一、

个人

防护

装备

物质 

过滤式

呼吸防

护物资 

防毒面具（含护目） 只 21 

电镀车间、

污水处理车

间 

完好 

孟建新
13616293129 

夏云
13382706549 

单防毒面具 只 20 完好 

自给式呼吸机 台 6 完好 

海安特呼吸机 台 1 完好 

防护面罩 只 5 完好 

口罩 个 50个以上 各生产车间 完好 

防护服

类物资 

防护服 件 18 

电镀车间、

污水处理车

间 

完好 

安全带 只 3 

各生产车间 

完好 

防护镜 个 50 个以上 完好 

耳塞 个 50 个以上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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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 件 50件以上 完好 

手足头

部防护

物资 

安全帽 只 12 

各生产车间 

完好 

防冻手套 双 2 完好 

手套 双 50 双以上 完好 

绝缘靴 双 3 完好 

医疗救

援物资 

担架 只 1 

各生产车间 

完好 

急救箱 只 10 完好 

救援三角架 只 1 完好 

二、

围堵

物资 

围堵物

资 

消防沙箱 台 1 化学品仓库 完好 孟建新
13616293129 

夏云
13382706549 

黄沙 吨 1 
各生产车间 

完好 

铁锹 把 10 完好 

三、

处理

处置

物资 

处理处

置物资 

消防扳手 个 5 

各生产车间 

完好 

孟建新
13616293129 

夏云
13382706549 

水泵 台 4 完好 

应急灯 只 4 完好 

应急洗眼冲淋器 套 6 

电镀车间、

污水处理车

间 

完好 

四、

其他

类物

资 

消防设

施 

3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4 各生产车间 完好 

孟建新
13616293129 

夏云

13382706549 

4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43 各生产车间 完好 

8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261 各生产车间 完好 

30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3 各生产车间 完好 

35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5 各生产车间 完好 

50KG 手提式灭火器 只 10 各生产车间 完好 

消防水带 卷 20 主要干道 完好 

室外消防栓 台 7 各生产车间 完好 

室内消防栓 台 35 各生产车间 完好 

消防枪 个 5 各生产车间 完好 

应急监

控设备 

警报系统 套 1 厂区 完好 

监控系统（主机） 套 4 厂区 完好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套 2 
锅炉房、化

学品仓库 
完好 

铬酸雾报警系统 套 1 电镀车间 完好 

臭氧检测报警仪 台 1 
污水处理车

间 
完好 

其他公

共应急

物资 

pH 试纸 箱 1 
污水处理车

间 
完好 

气体检测仪 台 2 

综合办 

完好 

警示带 卷 21 完好 

扩音喇叭 只 2 完好 

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 台 1 完好 

应急事故池 立方 300 厂区 完好 

初期雨水池 立方 359.6 厂区 完好 

污水在线监控 套 1 污水排口 完好 

雨水在线监控 套 1 雨水排口 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