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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在任何工业活动中都有可能发生事故，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巨大能量和有害物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往往造成惨

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

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发布了 《国家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写了《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

由于自然或人为、技术等原因，当事故或灾害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时候，建

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已成为抵

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的关键甚至是惟一手段。为了

本公司危险化学品发生火灾、爆炸与泄漏事故后能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

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污染物向周边环境的无序排放，最大可能避免

对公共环境（大气、水体）造成的污染冲击，对本厂环境应急资源进行调

查。 

2 公司环境应急救援工作开展情况 

2.1 认真编制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制小组，为公司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5%85%AC%E5%85%B1%E5%AE%89%E5%85%A8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3%80%8A%E5%9B%BD%E5%AE%B6%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E5%BA%94%E6%80%A5%E9%A2%84%E6%A1%88%E3%80%8B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3%80%8A%E5%9B%BD%E5%AE%B6%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E5%BA%94%E6%80%A5%E9%A2%84%E6%A1%88%E3%80%8B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3%80%8A%E5%9B%BD%E5%AE%B6%E7%AA%81%E5%8F%91%E7%8E%AF%E5%A2%83%E4%BA%8B%E4%BB%B6%E5%BA%94%E6%80%A5%E9%A2%84%E6%A1%88%E3%80%8B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3%80%8A%E7%8E%AF%E5%A2%83%E5%BA%94%E6%80%A5%E5%93%8D%E5%BA%94%E5%AE%9E%E7%94%A8%E6%89%8B%E5%86%8C%E3%80%8B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5%BA%94%E6%80%A5%E6%95%91%E6%8F%B4%E8%A1%8C%E5%8A%A8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5%8D%B1%E9%99%A9%E5%8C%96%E5%AD%A6%E5%93%81
http://so.9512.net/cse/search?s=13141140247921122023&entry=1&q=%E6%B1%A1%E6%9F%93


 

 2 

2.2 加强与相邻企业的协作 

本公司应急救援队伍: 本公司应急救援队伍是广西危险化学品应急救

援大队柳州中队、柳州市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大队二中队。是广西及柳州

市专业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 

本公司还在每个分厂、工段、班组均设置有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在发

现生产工艺异常或发生事故时可以第一时间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和事故时

立刻进行应急救援。 

本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除了是公司内部发生危险化学品火

灾、爆炸及泄漏事故时的主要应急救援力量。同时还承担社会应急救援任

务，在广西区内或柳州市内其他企业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接受政府及

应急指挥中心的调遣，参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并与其他专业应急

救援队及相邻企业、居民社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推进了企业之间、企业与

社区之间的协作。 

2.3 保证资金投入 

公司应急救援经费列入公司安全生产专项费用。应急经费用于应急预

案的培训和演练、物资设备采购等，主管部门（安全部、环保部、保卫部

等）及各生产单位根据实际需求提出经费使用计划报公司审批，要保证应

急经费充足。 

2.4 强化应急救援演习 

为了提高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公司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



 

 3 

及储罐区（库房）等生产、储存工艺特点，结合公司重大危险源等危险源

危险特性的实际情况，每年与安全部联合举办一次公司级的生产安全事故

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演练，要求演练危险源所在分厂主要负责人、工

段、岗位班组员工都参加演练，检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锻炼队

伍，有效地提高各级应急处置能力。其他生产分厂，根据本单位的生产工

艺特点，组织分厂级的专项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同时也要求各重大危险源

单位及公司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单位，每半年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应急救

援演练。 

所有应急救援演练公司都要求演练单位做好预案的培训、演练后的效

果评估工作，以评估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 

2.5 深入开展应急知识宣传 

为了切实提高员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加强对安全生产科普知识

宣传。定期每年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及不定期按公司的应急预案管理

制度，对公司全体员工以集中培训、安全环保例会、宣传单、板报、安全

简报、公司 OA、柳化报等形式面向员工宣传科普及应急、预防、避险、自

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努力提高员工应对各种突发环境事件的综合素质，

为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3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 

3.1 应急管理体制工作 

本厂的应急预案体系较完善，主要不足表现在环境事件应急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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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应急预案的宣传、培训和演练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3.2 救援力量 

公司内部生产单位岗位现场人员变动比较频繁，个别人员应急救援能

力不足，需进行强化培训，以提高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4 公司内部救援资源 

4.1 应急预案的制定  

公司现有生产装置包括：合成氨装置两套、硝酸装置、两钠装置、尿

素装置、硝酸铵装置、甲醇甲醛装置、纯碱装置、双氧水装置、复混肥装

置、二氧化碳生产装置、硫酸钾生产装置。 

生产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产品：氨、硝酸、硝酸铵、硝酸钠、亚硝

酸钠、甲醇、甲醛、盐酸、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

的]、氧[压缩的或液化的]。副产品：硫磺、硫酸，中间产物：半水煤气（氢

与一氧化碳混合气）、弛放气（氢和甲烷混合压缩气体）。 

根据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和储存的情况，本公司制定了突发环

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各分厂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及岗位突发

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4.2 组织体系的建立及职责  

4.2.1 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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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指挥机构及职责 

4.2.2.1 指挥机构的组成 

1、 公司成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由董事长、总经理、公司主管环保的公司

领导，成员由生产部、安全部、环保部、机动部、保卫部、社区医院、党工部、公司办、

供应部、仓储物流部、物业公司、工会及事故单位等单位领导组成。 

 2、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立即成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由公司董事长或总

经理任总指挥、分管环保的副总经理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救援行动。指挥部设在生产

应
急
指
挥
机
构 

事故现场指挥机构 

支持保障机构 

应急指挥部 

媒体机构 

应急救援队 

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副总工、

安环部、生产部、机动部、

保卫部、仓储物流部、公

司办、党工部、工会、社

区医院、供应部、、物业

 

各子公司、各二级单位、 

公司办、财务部、工会、

供应部、仓储物流部、物

业公司 

公司办、党工部 

保卫部、安环部、生产部、

机动部、财务部、社区医

院、二级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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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调度室。 

3、  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有关副总经理不在公司时，由公司生产部部长为临

时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援工作。 

4.2.2.2 公司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机构 

1、负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和修订。 

2、组建应急专业队伍，并组织演练和实施。 

3、组织指挥应急专业队伍实施行动。 

4、向上级汇报，向友邻单位通报情况，必要时向柳州市有关部门、人民政府或自

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协调请求。 

5、组织事故调查和事故处理，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 

4.2.2.3 应急指挥部的职责 

1、 负责本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审定和批准。 

2、 督查本公司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3、 发生事故时，由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应急救援命令。 

4.2.2.4 指挥部成员分工 

1、 总指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负责指挥全公司的应急工作 

2、  副总指挥 

1）主管环保的副总指挥负责指挥事故报警，事故报告、通报和事故处置。 

2)副总经理助理（设备）负责指挥抢修工作。 

3)副总经理助理（行政）负责指挥生活后勤保障工作。 

4)经营副总经理负责指挥应急物品的供应和抢运工作。 

4.2.3 成员分工 

4.2.3.1 生产部：负责协助总指挥工艺处理、工程抢险、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及时

向指挥部及有关部门汇报应急工作进展情况，落实上级关于事故应急的指示和批示。 

4.2.3.2 环保部：负责协助总指挥进行应急指挥；实施救援抢险工作；做好事故调

查、情况通报、事故现场及有害物质扩散区域的监测工作；及时向公司指挥部及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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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汇报应急工作进展情况，落实上级关于事故应急的指示和批示； 

4.2.3.3 机动部：负责工程抢险、设备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及时向指挥部及有关部

门汇报抢险救援进展情况，落实上级关于事故抢险救援的指示和批示。 

4.2.3.4 保卫部：负责治安保卫、警戒、灭火、封锁事故现场，疏散无关人员、道

路临时管制工作及现场有害物质扩散区域内的洗消工作。 

4.2.3.5社区医院：负责现场医疗救护。 

4.2.3.6供应部：负责抢险应急的物质供应。 

4.2.3.7仓储物流部：负责应急物资运输工作。 

4.2.3.8公司办：负责指挥部车辆调遣工作。 

4.2.3.9党工部：负责事故情况、应急进度的信息发布。 

4.2.3.10物业公司：负责应急后勤保证工作。 

4.2.3.11上述部门的工作职责原则上正职领导负责，如正职不在，则由副职顶替。 

4.3 应急救援物资  

4.3.1 气体防护、应急监测装备 

装备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状态 备注 

空气呼吸器 12 套 各分厂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长管面具 10 套 各分厂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过滤式防毒面具 30 套 各分厂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苏生器 1 套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送风机 2 台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防护服 8 套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水裤鞋 20 双 机动库房 完好 机动部负责调配 

高浓度酸防护服 2 套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移动应急灯 1 套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隔热服 2 套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便携式气体检测 各一台 救援队 完好 环保部负责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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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氨、硫化氢、

一氧化碳） 
                  

4.3.2 抢修抢险装备 

装备名称 数量 所在位置 备注 

汽车吊（12 吨） 1 台 建安分厂 机动部负责调配 

汽车吊（8 吨） 1 台 建安分厂 机动部负责调配 

叉铲车 各 2 台 硝铵、尿素分厂 机动部负责调配 

电、气焊设备 各 3 套 各分厂 机动部负责调配 

带压堵漏工具 1 套 合成分厂 机动部负责调配 

 4.3.3医疗救援装备 

装备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备注 

救护车 1 辆 医院 社区医院负责调配 

防护车 1 辆 救援队 安环部负责调配 

医疗器械  医院 社区医院负责调配 

急救医疗药品  医院 社区医院负责调配 

担架 2 付 医院 社区医院负责调配 

4.3.4 消防器材 

消防装备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备注 

消防车 2 辆 消防队 保卫部负责调配 

灭火器材 80 个 各分厂 保卫部负责调配 

4.3.5 运输装备 

装备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备注 

东风车 2 辆 大车队 仓储物流部负责调配 

东风平板车 3 辆 大车队 仓储物流部负责调配 

小汽车  小车队 公司办负责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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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部救援资源 

（1）单位互助 

公司应急救援队伍: 公司应急救援队伍是广西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大

队柳州中队、柳州市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大队二中队。是广西及柳州市专

业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在事故扩大，本公司的应急救援力量不能满

足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救援工作时，可以就近请求柳钢危险化学品应急救

援队支援参与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2）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当事故扩大超出本公司应急救援力量的救援处置能力后，公司需请求

外部力量救援，可以请求柳州市政府、柳州市应急办、柳州市柳北区政府

柳州市安监局等政府、政府部门发布支援命令，调动相关政府部门、其他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①公安部门 

协助本厂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行事故现场和污

染区。 

    ②消防队（包括柳州市特勤中队、柳北区消防支队） 

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等事故时，进行相关的救护。 

    ③环保部门 

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④电信部门 

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故的消息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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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命令。 

⑤医疗单位 

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 

（3）外部联络机构专职队伍救援及电话见附件 

6 结论 

根据前文综述，本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较充足，基本能够应对公司级突

发环境事件。 

7 附件 

附件一、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清单及储存状态总表 

附件二、本公司应急救援联系人员电话 

附件三、对外政府机构联系电话 

                

   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清单及储存状态总表 
序号 化学名称 储罐容积(m3) 储存量(t) 浓度 状态 温度(℃) 压力(MPa) 

1 硝酸铵 —— 2000 —— 固态 常温 常压 

2 液氨 

100×7 357 99.5% 液化气 常温 1.8MPa 

45.2×1+12×
2+5.8×1 

38.25 99.5% 液化气 常温 1.8MPa 

3000×1 1700 99.5% 液化气 –24 0.005 

3 半水煤气 20000×1 16.54 —— 气态 常温 微正压 

4 驰放气 
7000×1 6.18 31% 气态 常温 微正压 

50×4 1.15 31% 气态 常温 0.65 

5 甲醇 82×2+200×1 280 99.6% 液态 常温 常压 

6 过氧化氢 

1000×6+200
×3+15.37×2 

6199.74 27.5% 液态 常温 常压 

1000×2+120
×1+5.22×2 

2158.56 50% 液态 常温 常压 

7 亚硝酸钠 —— 70 —— 固态 常温 常压 

8 液氧 50×2 96 —— 液化气 -196 0.84 

9 三甲苯 100 89.25 —— 液态 常温 常压 

10 
硝酸（含硝

酸＞70%） 
80×12+65×4 1555.5 98% 液态 常温 常压 

 





  本公司应急救援联系人员及各有关部门、机构联系方式： 

1、内部联系方式： 

序

号 

人员姓名 
或单位名

称 
职务 联系电话（手

机） 固定电话 

 廖能成 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指挥 13707829306 0772-253014
0 

1 覃永强 股份董事长（副总指挥） 13768865088 2519683 

2 庞邦永 集团总经理（总指挥） 13607828612  

3 袁志刚 股份总经理（副总指挥） 13977270228  

4 陆胜云 副总经（指挥部成员） 13977292146  

5 林波 工会主席（指挥部成员） 13707829319 2519382 

6 杨文龙 副总经理（指挥部成员） 13607725392 2572338 

7 黄湛 副总工程师（指挥部成员） 13607803092 2519687 

8 吴德焕 生产部部长（工艺抢险队队长） 13737257280 2515240 

9 廖斌 安全部部长（抢险现场指挥） 15807720696 2536779 

10 颜世强 防护站站长（现场搜救） 13978039029 2572611 

11 罗  阳 
机动部部长（工程抢险队队长） 

 
 13507727839 2572260 

12 王伟英 
供应部部长（救援物质保障） 

 
13877200639 2519266 

13 韦海云 
仓储物流部部长（救援车辆保障） 

 
13807726387 2551528 

14 甘耀练 信息发布（党工部部长） 13977210302 2510406 

15 廖伟恒 消防、治安队队长（保卫部副部长） 13977226099 2530043 

 

 
 





对外政府机构、部门的联系方式： 

序号 部门、机构 号码 
1 火警： 119 

2 急救： 120 

3 自治区人民政府值班室： （0771）2807778 

4 柳州市人民政府值班室： 12345 

5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771）2299306 

6 柳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850143 

7 柳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515512 

8 柳州市应急办 0772-2864771 

9 柳州市环保局 2621337 

10 柳州市柳北公安分局： 2512558 

11 自治区消防总队： （0771）5702098 

12 柳州市公安消防特勤中队  

13 柳州市消防支队： 2812091 

14 柳州市柳北消防中队： 2514129 

15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 2821020 

16 市工人医院急诊室： 3815345 

17 市红会医院： 2825195 

18 柳州地区医院急诊室： 2531767 

19 柳州市电视台： 2695131 

20 柳州市有线电视台： 2695131 

21 柳州市广播电台： 2695052 

22 柳州市公安局： 2811219 

23 柳州市卫生局： 2820104 

24 柳州市防疫站： 2824158 

25 柳州电厂： 2325222 

26 区建三公司： 2516478 

27 冶建公司： 2311281 

28 柳北豆制品厂： 2516839 

29 柳州市国资委 2813812 

30 柳北区北祥社区居委会 539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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