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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四版）是在《扬

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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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95-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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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编完善的，是在充分征求周边居民、相关应急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形成的，现就预案编制的有关情况做以下说明。 

 

一、现有应急预案执行情况 

（1）2020年 4月 14日，企业厂区内发生“扬州晟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4.14

火灾消防废水外泄事故”。事故后，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 17

日编制了《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并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获得扬州市广陵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号：321002-2020-015-

H，风险级别：重大[较大-大气（Q2M1E1）+重大-水（Q3M2E2）]）。 

（2）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培训和管理制度，按照现有应急预案每年定期组织

1次应急培训及演练，演练后对演练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总结（详见第六章）。 

（3）按照要求配备足够的应急物资、定期进行检查更换，对存在环境风险

事故的地方设置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并粘贴在各个车间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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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内容 

（1）修编原因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环发[2015]4号）

中“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的要求，企

业厂区内风险源和风险物质均发生变动，因此对应急预案进行修编。 

（2）风险等级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对公司水环境风

险、大气环境风险进行重新分级，修编前后环境风险等级未发生变化，仍为较

大环境风险；修编后环境风险等级判定为：重大[较大-大气（Q2M1E1）+重大-

水（Q3M2E2）]。 

（3）修编前后公司的产品未发生变化，但公司新增“年产8万根覆铝排气管、

18万件汽车座椅和自行车托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详见表2-1。 

表2-1现有项目的变动内容 

序号 修编前 修编后 备注 

1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及三次修编报

告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及三次修编报

告 
与修编前一致 

2 

年产 8万根覆铝排气管、18万件

汽车座椅和自行车托架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年产 8万根覆铝排气管、18万件

汽车座椅和自行车托架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新增项目 

（4）预案重点说明内容 

1）总则部分包括：预案的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应急预案体系

和工作原则。 

2）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概况、地形地貌、环境风险源基本情况、周边环境

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3）环境风险源与环境风险评价包括：环境风险源识别、最大可信事故确定

和环境风险预测。 

4）组织机构及职责部分建立了公司应急组织机构，明确了各专门机构应该

承担的职责、确保紧急状态下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序开展，使各项救援任务真正落

到实处。 

5）预防与预警部分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和重大事故

隐患的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对事故报告、预警级别的确定与发布进行了规范。 

6）应急响应与措施、后期处置部分包括事故的接警和分级响应，对应急救



3 

援人员安全防护、信息发布及应急结束等环节做出了响应规定。 

7）保障措施等部分建立了预案实施的保障体系，包括信息通讯、人力资源、

医疗卫生、紧急避难和应急演练的保障。 

（5）修编后的应急预案增加土壤和地下水专项应急预案、危险废物专项应

急预案、现场处置预案。 

（6）修编后应急指挥小组组织结构和人员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表2-2应急救援指挥组成员通讯联络号码 

序号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职务 

1 谈技峰 总指挥 15005275333 法人代表 

2 

肖健 

副总指挥 

13805275872 生产负责人 

马振军 13773557268 安全负责人 

吕剑秋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3 吕剑秋 
日常应急管理办公

室 
主任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4 

杨广忠 

现场处

置组 

生产车

间一

（电镀

生产

线、酸

洗区） 

组长 13952725996 安全环保生产部副经理 

蒋平贵 

组员 

13405551853 工艺员 

施品芝 13665215916 班长 

金远峰 15062815166 车间主任 

徐大林 13921904295 工艺员 

金通 15062082785 班长 

孙兴勇 13338858766 工艺员 

肖玉发 
污水处

理车间 

组长 15062832468 工艺员 

王长平 
组员 

13773567797 班长 

聂永桃 15252792738 工人 

傅有明 

厂区其

他车间 

组长 15861383838 行政管理人 

尹学琇 

组员 

13665239097 保管员 

陈善芬 15252755011 保管员 

吕健 13952577046 保管员 

徐秀丽 13511738818 会计 

吴夏丽 19952457776 行政文员 

5 

马开封 

警戒疏散组 

组长 15005272486 机电负责人 

吉琛 
组员 

18752746870 机电班长 

佘根生 15050717055 机电员工 

6 

唐峰 

应急保障组 

组长 13905277836 采购部经理 

张瑞 

组员 

13813143714 采购部组长 

樊飞 13773544560 采购部组长 

周树豪 15951445553 信息部主任 

孟建新 13616293129 安全部组长 

周世云 15861378789 项目经理 

陆洋 15152732762 项目经理 

7 

吕剑秋 

环境保护组 

组长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邵红云 
组员 

15050756391 化验员 

夏云 13382706549 环保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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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要应急物资详见下表。 

表 2-3 主要应急物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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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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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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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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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过程概述 

（1）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别，结合本公司部门职能分工，成立以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明确预案编制任务、职责分工和工作

计划。预案编制人员应由具备应急指挥、环境保护组、应急保障组、现场处置组、

警戒疏散组等各方面专业的人员及专家组成。 

（2）调查、评估过程 

应急预案小组主要对单位基本情况、环境风险源、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

目标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公司主要风险源，并针对这

些风险源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及应急措施进行评估。 

（3）环境风险评估 

在应急资源调查基础上，按照环保部于2018年2月5日颁布的《企业突发环境

事件风险等级方法》（HJ941-2018）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对现有环境风

险防控和应急措施进行差距分析，并分短期、中期、长期提出完善环境风险防控

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 

（4）应急预案编制 

在应急资源调查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类型和影

响范围，编制应急预案。对应急机构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备）、物

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方面预先做出具体安排。应急预案应充分利用社会

应急资源，与地方政府预案、上级主管单位以及相关部门的预案相衔接。 

（5）预案编制过程中，征求当地政府、居民等相关意见，完成预案初稿，

同时采取内部评审、外部评审的方式，对预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报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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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案重点内容说明 

本应急预案应着眼于最大限度降低单位在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火灾、爆

炸、泄漏以及引发的次伴生环境事故、危险废物泄漏和“三废”处理设施失灵等

其他突发或非突发事件情况，导致职工人体健康及对周边空气、水、土壤环境噪

声的危害。主要风险源为： 

（1）火灾爆炸引起的次伴生环境事故 

发生火灾爆炸时产生的环境危害主要是油、润滑油、电泳漆树脂、阴极电泳

漆颜料浆等可燃物质在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一氧化碳，硫酸镍燃烧产生的氧化硫，

氯化镍燃烧时产生的氯化氢，硝酸燃烧时产生的氧化氮，以及火灾事故时产生大

量的消防水等影响，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停产等，而且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2）非正常（事故）情况下废水排放 

非正常（事故）情况主要指硫酸、盐酸、铬酸、氯化镍、柴油、润滑油、硼

酸、硫酸镍、表调剂、磷化剂、硝酸、清洗剂、电泳漆树脂等物料以及液态的危

废（废机油、废乳化液、在线废液）发生泄漏产生事故废液或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时产生的事故废水；一旦发生泄漏、火灾事故时，消防废水通过应急事故池收集，

收集的污水或消防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达接管标准后排入汤汪污水处理厂

集中处理，如超过接管标准，可与汤汪污水处理厂协商作为浓废水用槽车送至污

水处理厂与低浓度废水调配后处理，或作为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3）有毒有害物质泄漏 

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指硫酸、盐酸、铬酸、氯化镍、柴油、润滑油、硼酸、硫

酸镍、表调剂、磷化剂、硝酸、清洗剂、电泳漆树脂等物料以及液态的危废（废

机油、废乳化液、在线废液）等发生泄漏。 

一旦发生泄漏，泄漏物可用沙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直接用大量

水冲洗，稀释后通过应急事故池收集，收集的污水或消防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

站，达接管标准后排入汤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如超过接管标准，可与汤汪污

水处理厂协商作为浓废水用槽车送至污水处理厂与低浓度废水调配后处理，或作

为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预测分析，提出合理的应急措施、

预防措施及保障措施。公司设立应急救援小组明确了各专门机构应该承担的职责，

确保紧急状态下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序开展，使各项救援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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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内部评审情况说明 

（1）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企业在平时，通过发放宣传册将告知厂区基本情况；在预案编制过程中，通

过走访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接收周围公众意见： 

1）作为附近企业应加强对环境风险及应急措施的管理和防范，减少事故的

发生、减少事故发生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被调查公众对该公司应急措施均持较满意和满意态度，表示公司目前各

项风险防范措施齐全。 

（2）内部评审情况说明 

公司评审人员对编制的《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第四版）严格按照评审程序开展评审。 

1）听取编制小组简述企业基本概况、预案制定背景、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

应急演练情况、应对措施、应急设施的设置等情况，公司评审人员深入到生产区

进行实地评估，查看了重点危险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处置设施配置和分布

及污染治理设施运作情况； 

2）评审人员听取了编制小组的基本情况和经过现场讯访，就预案书面审查

和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预案编写人员进行交流，从而对预案进行了修改完

善。 

（3）内部评审结论 

1）预案的编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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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95-2020）的要求，法律依据充分，内容全面具体，基本与国家及

江苏省的预案协调统一。 

2）预案的组织指挥体系合理，成立了以总经理为应急总指挥，各部门负责

人和技术人员为主的应急指挥部，体现了上下协同配合的应急救援机制，有利于

应急指挥工作的顺利开展；预案编制有序，突出重点，职责明确，为公司规范、

有序、高效地处理突发环境事件提高了保障能力。 

3）预案对存在的环境风险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确定了空气、地

表水、土壤和地下水等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在此基础上识别出生产、使用、储运

过程中潜在的危险源，并确定了重大危险源。 

4）制定的应急措施合理可行，覆盖面广，比较周到地考虑了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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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类型，既包括一般环境事件的处理，又包括重大环境事故的应急处置，

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5）改进建议：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应急人员。 

综上所述，评审人员一致同意该预案通过评审，可用于应急演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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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急演练及应急培训 

 

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2 年 

硫酸泄漏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方案 

 
（1）应急演练目的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伴生/次生污染，规

范环境污染应急管理工作，明确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公司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分工，提高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同作战能力，保障公司员工和

公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风险，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公司可

持续发展。 

（2）应急演练时间 

2022 年 3 月 8 日 14：00 

（3）应急演练事故情景说明 

全体员工均参加本次演习，这次演练设定的事故场景是：巡检人员发现发生

硫酸泄漏时，人员紧急疏散，迅速撤离现场，同时应急队伍快速到达安全地带，

进行泄漏实际演练。救援过程中产生的事故废水全部围堵收集，事故没有对周边

环境产生影响。 

（4）演练具体步骤 

1）地点：公司内电镀车间 

2）演练时间：2022 年 3 月 8 日 14：00 

3）演练过程： 

14：00 电镀车间硫酸吨桶阀门松动发生泄漏，泄漏量较大，杨广忠立即上报

公司总经理谈技峰，谈总发布启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各应急救援小组

立即开展应急救援。 

14：10 杨广忠报告总指挥：电镀车间发生硫酸泄漏事故，因泄漏量比较大，

如何处置，请指示。 

14：12 谈技峰通知马振军，启动应急预案，各救援小组到达现场，开始下达

指令： 

①唐峰负责对车间事故现场实施警戒，布置警戒线，不许任何无关人员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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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进入车间；组织人员有序、安全撤往集合点，检查是否有人员伤亡情况；同时

提供应急物资协助其他各组进行应急救援； 

②马开封负责关闭车间所有电源，让组员穿好防护服，协助环保进行抢险救

援； 

③吕剑秋负责安排人员处置； 

④杨广忠负责进行车间现场处置，有情况立即汇报。 

14：15 杨广忠立即安排人员进行现场露点勘查，封堵泄漏点，围堵泄漏点四

周。工人用黄沙对泄漏的硫酸进行应急处置（覆盖，收集），工人更换硫酸原料

桶，收集事故废水至收集桶内。 

14：20 谈技峰通知杨广忠：已启动初步处置，请注意现场硫酸泄漏量。 

14：30 杨广忠报告谈技峰：硫酸泄漏已基本控制。 

14：35 总指挥谈技峰宣布：“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电镀车间硫酸泄漏

事故处置演练结束，车间恢复正常”。请环保部门对此次演练进行总结评价。 

（5）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职务 

1 谈技峰 总指挥 15005275333 法人代表 

2 

肖健 

副总指挥 

13805275872 生产负责人 

马振军 13773557268 安全负责人 

吕剑秋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3 吕剑秋 日常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任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4 

杨广忠 

现场处置

组 

生产车间

一（电镀

生产线、

酸洗区） 

组长 13952725996 安全环保生产部副经理 

蒋平贵 

组员 

13405551853 工艺员 

施品芝 13665215916 班长 

金远峰 15062815166 车间主任 

徐大林 13921904295 工艺员 

金通 15062082785 班长 

孙兴勇 13338858766 工艺员 

肖玉发 
污水处理

车间 

组长 15062832468 工艺员 

王长平 
组员 

13773567797 班长 

聂永桃 15252792738 工人 

傅有明 

厂区其他

车间 

组长 15861383838 行政管理人 

尹学琇 

组员 

13665239097 保管员 

陈善芬 15252755011 保管员 

吕健 13952577046 保管员 

徐秀丽 13511738818 会计 

吴夏丽 19952457776 行政文员 

5 

马开封 

警戒疏散组 

组长 15005272486 机电负责人 

吉琛 
组员 

18752746870 机电班长 

佘根生 15050717055 机电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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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峰 

应急保障组 

组长 13905277836 采购部经理 

张瑞 

组员 

13813143714 采购部组长 

樊飞 13773544560 采购部组长 

周树豪 15951445553 信息部主任 

孟建新 13616293129 安全部组长 

周世云 15861378789 项目经理 

陆洋 15152732762 项目经理 

7 

吕剑秋 

环境保护组 

组长 15050780075 环保负责人 

邵红云 
组员 

15050756391 化验员 

夏云 13382706549 环保员 

 

（6）注意事项： 

1）参加演习人员要保护好自己，防止发生事故。 

2）岗位人员和参演人员不能因是演习而有拖延、敷衍情况。 

3）应熟悉将要执行的应急响应结构、功能和程序，根据模拟场景和紧急情

况作出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执行好应急任务。 

4）各参与人员要严肃认真，并履行好自己的角色。 

5）应急演练结束后应急器材归位。 

（7）小结： 

2022 年 3 月 8 日，环保办组织进行了“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电镀车

间硫酸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具体演练情况总结如下： 

1）演练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从演练的效果来看，这次演练指导有方、准备有序、组织有力、扎实有效，

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整个演练工作体现了以下的特点： 

①公司重视、启动快速。 

公司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公司全部应急人员参与到此次演练中来，

检验并提高全体员工的应急救援能力与自救能力。由环保办负责演练的策划、统

筹、协调、保障等工作。 

②提高准备，重点推进。 

这次演练按应急预案的程序实地、实兵、实装、实操地真实演练；对所有环

节认真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危险性，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各类事故发生。 

2）演练的实施（模拟电镀车间硫酸泄漏事故应急处置） 

本次演练明确分工，演练比较成功，从演练情况发现、车间主任接警、总指

挥宣布预案响应都非常迅速，预案应急各组从接警到现场用了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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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的具体成效 

我公司演练评估人员一致认为：这次演练评估等级为良好，演练取得圆满成

功，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反映在： 

①体现了应急培训的演练理念。这次演练对硫酸泄漏事故处置开展专题培训，

各车间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培训，基本掌握了应急情况下的启动。 

②实现了锻炼队伍。通过演练了解发生硫酸泄漏事故后如何应对处置，避免

对环境造成污染。通过应急队伍；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③建议员工在日后的安全生产中，加强对应急救援知识的学习。 

 

应急演练照片 

  
应急启动 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现场处置人员到达现场 封堵泄漏点 

  
黄沙覆盖 演练总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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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环境应急培训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全面开展公司环境应急处置能力，为切实做好今年的环

境应急培训工作，本司根据自身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环境应急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经本司研究决定成立扬州翰昇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环境应急培训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总指挥：谈技峰 

副总指挥：肖健、马振军、吕剑秋 

成员：杨广忠、肖玉发、傅有明、马开封、唐峰、吕剑秋等 

具体工作由吕剑秋负责环境应急培训工作的协调、督促、检查和考核。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领导精神，建立健全环境应急管理培训机制，组织公司各

部门系统学习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和理论知识，进一步加强对各项

应急预案和应急救灾知识的培训，切实增强忧患防范意识。不断提高员工对各类

突发环境安全事件的处理能力。 

三、培训安排 

（一）培训内容 

1.环境突发事件的概括； 

2.如何预防环境突发事件； 

3.如何应对环境突发事件； 

4.应急救援的相关知识； 

（二）培训方式 

公司将组织本司全体员工，积极开展各种环境应急管理知识集中培训工作。

让员工充分了解什么是环境突发事件，如何预防环境突发事件，遇到环境突发事

件如何处置等。 

四、工作要求 

本司将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的安排部署，结合实际认真制定培训计划。按照计

划积极开展环境应急培训工作，将环境应急培训工作计划落到实处。 

（一）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工作计划。 

（二）培训工作应做到课程合理规范、严格考核、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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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培训信息报送和材料收集工作，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对开展的培训工作进行总结，并做好材料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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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演练问题清单及整改措施 

《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2 年硫酸泄漏事故应急预案》模拟推演过

程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基本到位，并配备了一定的环境风险应急资源，但整

个演练过程仍存在少量的问题。鉴于此，扬州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要

求，针对不同的问题清单制定了需要整改措施，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7-1 演练暴露的问题清单及解决措施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1 

公司应急小组与周边单位、周边公

众、公共援助力量之间的应急互助关系

有待完善。 

实施应急预案救援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

工作。应急人员数量有限，资源不足，条件

有限。面对突发环境事件，公司应加强与周

边单位、周边公众、公共援助力量之间应急

联动机制，共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如发生事故，可将损失及污染降到最低点。 

2 

预案演练以宣传性、演示性为主，

没有更多地考虑时际需要，“演”大于

“练”。没有真正发挥演练在检验预案、

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教育员工的作用。 

厂区生产装置多、流程长，上下级、各

岗位之间应该做好衔接。避免组织结构、处

理程序、职责划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盲点、

重叠及矛盾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