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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修订背景： 

1、近年来，国家相继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年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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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等文件，对企业环境风险

及应急管理提出新要求； 

2、鉴于公司 2016 年股东方联合审计提出的关于生产部总经理人员组成的问题，同时

考虑组织架构的人员变化，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已完成修订，应对《福建

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做相应修订，以确保满足公司环境应急管理需

求。 

修订内容描述： 

1、“1.2 编制依据”中补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年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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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等近年新发布文件；对《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新修订文件版本号进行了更新； 

2、根据新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中突发环境事件定

义，对“1.3 适用范围”进行了相应调； 

3、在“1.4 事件分级”部分对企业层面环境事件划分标准进行了修订； 

4、“1.6 应急预案体系关系说明”部分增加了“服从国家、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及中国石化环境应急预案保持衔接”内

容，补充了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与外部环境应急预案关系图； 

5、根据公司《综合应急预案》（2016），对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部分进行调整：修改“2.2.1 

应急指挥中心成员”中的“生产部总经理”为“ 生产部炼油总经理、化工总经理、储运及

调度总经理”；删除项目管理部的相关内容；“气体与排水检测小组”与“污染防控与清理

小组”的应急职责统一并入“环境监控小组”，前述两个小组不再单设；同时调整了部分应

急小组名称与职责；同时对应调整了公司应急响应程序； 

6、补充“3.1 危险源监控”小节内容； 

7、补充“3.3.2.3 预警处置”小节，对大气、水体及海上溢油预警处置进行了说明；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8、根据新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要求，将“4.3.2 外

部信息报告与通报”中“接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环保局进行报告”修改为“立

即向泉港区环保局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9、“4.5 应急监测”部分增加了大气、地表水、土壤及地下水应急监测原则； 

10、“7.1 应急终止条件”中补充了“（1）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环境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和“（2）股东公司环境应急处置已经终止”两项内容； 

11、根据《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0]10 号）》，增加了“9.1 应

急保障计划”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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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及国家环保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的要求，建立健全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环

境应急预案体系，确保公司发生或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各项应急工作快速启动，

高效有序，最大限度地减轻污染事件对环境造成危害，制订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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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 年 4 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04 年 1 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订）》（2016 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年 10 月 1 日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 年 3 月 20 日施行） 

（1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 12 月 1 日施行） 

（1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 

（1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年 12 月 29 日施行） 

（17）《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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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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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环境保护部令 第 34 号） 

（2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年环境保护部令第 17 号） 

（21）《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环发[2009]130 号） 

（22）《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专家管理办法》（环发[2010]105 号） 

（2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24）《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 

（25）《关于加强化工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12]54 号） 

（26）《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20 号） 

（27）《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4 年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2 号） 

（28）《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 号） 

（29）《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安全监管总局，2013 年完整版） 

1.2.2 福建省环境保护法规及行政规章 

（1）《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3 月 31 日施行） 

（2）《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 年 3 月 1 日施行） 

（3）《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02 年 12 月 1 日施行） 

（4）《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5）《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闽环保应

急[2013]17 号） 

（6）《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闽政办[2015]102 号） 

（7）《泉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5 年 3 月） 

（8）《泉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泉政办[2015]4 号） 

（9）《泉港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6 年 1 月 5 日） 

（10）《泉港石化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泉港政办[2017]7 号） 

1.2.3 技术标准和规范 

（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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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74 号） 

（3）《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1） 

（7）《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0]10 号） 

（8）《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13） 

（9）《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年版） 

（10）《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环办[2014]33 号） 

（1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版）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13）《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 

（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15）《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 

（16）《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 

（17）《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管协调字[2004]56 号） 

（18）《化学品危险性评价通则》（GB22225-2008） 

（19）《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 

（20）《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7） 

（21）《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 （GB20576～GB20602） 

（22）《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23）《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 

（2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5）《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2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7）《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28）《石油炼制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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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30）《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 

（3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3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 

（33）《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3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3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36）《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JT/T451-2009） 

（37）《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计划编制指南》（2001 年） 

1.2.4 总公司层面 

（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重特大事件应急预案》（2015 年） 

（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6 年） 

（3）《中国石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规定》（2015 年） 

（4）《中国石化环境事件管理规定》（2015 年） 

（5）《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水体环境风险防控要点》（2006 年） 

（6）《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计导则》（中石化建标[2006]43 号） 

1.2.5 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 

（1）《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2014 年） 

（2）《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鲤鱼尾码头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报告》（2014 年） 

（3）《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青兰山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报

告》（2014 年） 

（4）《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安全现状评价报告》（2014 年） 

（5）《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装车站安全现状评价报告》（2014 年） 

（6）《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专用油码头污染风险评估报告》（2009 年） 

（7）《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乙烯装置脱瓶颈改造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2016

年） 

（8）《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新建化工装置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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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适应性改造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

告》（2016 年） 

（10）《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炼油乙烯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2015 年） 

（11）《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报告》（2013 年） 

（12）《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2016 年） 

（13）《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2013 年）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发生或可能发生，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

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

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1.4 事件分级 

结合福建联合石化公司实际，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将公司级突发环境

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突发海上溢油量在 50 吨以上，或溢油对环境敏感区及岸线构成一般或严重威

胁，动用本公司资源较难防护敏感区和清除溢油；或溢油源不能控制，围控和清除水面

溢油所需资源明显超出本公司应急清污能力； 

（2）泄漏物料或事故污水量大，超过雨水监控池、事故罐等厂区风险防控设施处

置能力，造成大量事故污水通过厂区排洪渠、暗沟等环境通道进入外环境，且影响排口

下游海域等敏感水体。 

（3）公司厂界环境空气中有毒气态环境风险物质浓度到达或超过其危险化学品安

全技术书（MSDS）规定的半致死浓度：硫化氢的 LC50 为 618 mg/m
3（大鼠吸入）；氨

的 LC50 为 1390 mg/m
3（4 小时，大鼠吸入）；苯的 LC50 为 31990 mg/m

3（7 小时，大鼠

吸入）；甲苯 LC50 为 20003 mg/m
3（8 小时，小鼠吸入）；二甲苯 LC50 为 19747 mg/m

3

（4 小时，大鼠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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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突发海上溢油量大于 10 吨不足 50 吨，或溢油事故发生在敏感区内或距离敏

感区有一定距离但极有可能对敏感区域或岸线造成污染损害；或围控和清除水面溢油所

需资源超出业务团队应急清污能力，需调用本公司内其他应急资源； 

（2）泄漏物料或事故污水量大，超过雨水监控池、事故罐等厂区风险防控设施处

置能力，造成少量事故污水通过厂区排洪渠、暗沟等环境通道进入外环境，但未影响至

下游海域等敏感水体。 

（3）公司厂界环境空气中有毒气态环境风险物质浓度到达或超过“立即威胁生命

和健康浓度 IDLH”：硫化氢 IDLH 为 430 mg/m
3；氨 IDLH 为 360 mg/m

3；苯 IDLH 为

9800 mg/m
3；甲苯 IDLH 为 7700 mg/m

3；二甲苯 IDLH 为 4400 mg/m
3； 

（4）突发危险废物中废矿物油、有机树脂类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含镍废物、废催化剂、废酸、废碱及其他危险废物大量泄漏需要社会力量援助。 

3）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仅需要业务团队参与应急 。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突发海上溢油量大于 1 吨不足 10 吨，或事故发生在非敏感区域，水面溢油不

威胁环境敏感区和岸线，或动用业务团队溢油应急反应队伍和设备能够控制溢油源，并

能围控和清除海面溢油。  

（2）泄漏物料或事故污水量较大，必须进入雨水监控池、事故罐等厂区公共水体

风险防控设施，但没有出厂界。  

（3）公司厂界环境空气中有毒气态环境风险物质浓度到达或超过《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 2.1-2007）》中规定的“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C-STEL”或“最

高允许浓度 MAC”：硫化氢 MAC 为 10 mg/m
3；氨 PC-STEL 为 30 mg/m

3；苯 PC-STEL

为 10 mg/m
3；甲苯 MAC 为 200 mg/m

3；二甲苯 MAC 为 100 mg/m
3； 

（4）突发危险废物中废矿物油、有机树脂类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含镍废物、废催化剂、废酸、废碱及其他危险废物较多泄漏需要公司各部门人力及物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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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仅需要业务团队参与应急 。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突发海上溢油量不足 1 吨，且事故发生在非敏感区域，水面溢油不威胁环境

敏感区和岸线，动用业务团队溢油应急反应队伍和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溢油源，并

能迅速围控和清除海面溢油。 

（2）事故状态下产生少量泄漏物料或事故污水，可控制在团队装置设施界区内，

不需要进入雨水监控池、事故罐等厂区公共水体风险防控设施。 

（3）公司厂界环境空气中有毒气态环境风险物质浓度到达或超过《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3095-1996）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或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的二级标准：硫化氢和氨的二级标准分别为

0.06 mg/m
3 和 1.5 mg/m

3；苯、甲苯和二甲苯“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为 0.4 mg/m
3、

2.4 mg/m
3 和 1.2 mg/m

3； 

（4）突发危险废物中废矿物油、有机树脂类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含镍废物、废催化剂、废酸、废碱及其他危险废物少量泄漏需要发生单位可以自行处理，

风险可控。 

（5）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

发环境事件。 

1.5 工作原则 

一、应急工作平时遵循“预防为主，有备无患”的原则，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

范体系，做好常态下的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完善装备、预案演练等工作； 

二、事故发生时遵循“就近应急，快速反应、标准操作、高效救援”的原则，出现

险情各自按照已制定的职责和权限，迅速响应，开展先期处置，将风险扼杀的萌芽状态

下。 

1.6 应急预案体系关系说明 

公司环境应急预案体系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及团队应急预案(即现场处

置方案)三级预案构成，包括 1 个综合应急预案，5 个专项应急预案和若干个现场处置方

案。公司环境应急预案隶属公司总体应急预案体系，同时服从国家、福建省、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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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及中国石化环境应急预案保

持衔接。 

公司环境应急预案与外部应急预案关系见图 1-1，环境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2，公

司总体应急预案体系见图 1-3。 

 

 

图 1-1  与外部环境应急预案关系图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重特大事件应急

预案 

泉港区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 

泉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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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图 

防台抗汛应急预案

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火灾爆炸应急预案 业
总 供电系统故障应急预案 务
体 信息系统事件应急预案 团

应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队
急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应
预 系统管带泄漏着火应急预案 急
案 气防事件应急预案 预

海底管道事故应急预案 案
放射性事件应急预案

环
境
应
急
综 海上溢油事件应急预案
合 水体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预
案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

综合预案(1) 专项预案(19) 现场处置方案(若干)

大气污染应急预案
危险废物处置应急预案

 
图 1-3  总体应急预案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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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公司建立应急组织体系：  

a) 成立应急指挥中心（日常办事机构为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对突发环境事件

的预防、处置、救援等进行统一指挥、协调。  

b) 建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和专业支援小组，实施应急处置任务。  

c) 成立应急救援专业小组，为现场应急救援提供支持。  

d) 建立公司环境应急专家小组，事故时为应急指挥中心和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

支持。  

应急组织体系相互关系见下图：  

消防气防小组
生产处置小组
医疗救助小组
安保管理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 图示:

环境监控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应急抢修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应急物资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后勤服务小组

对外联络小组

图2-1  应急组织体系

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
（总调度

室）

生产团队

职能部门

政府部门、社
区与传媒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对外联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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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挥机构及职责 

2.2.1 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的组成：  

总指挥：总裁或其授权人  

副总指挥：副总裁、生产运行总经理 

成员：  

生产部炼油总经理、化工总经理、储运及调度总经理 

机械设备部总经理；  

技术与规划部总经理；  

HSE 部总经理；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总经理；  

供应流通部总经理；  

党群工作部主任。 

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a）定期召开环境应急管理例会，研究部署公司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下达应急状态

启动指令，决定一级、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  

b) 指派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  

c) 对应急救援与处置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d) 协调落实应急资源和社会救援力量；  

e) 指定对外新闻发言人，审定新闻发布材料；  

f) 组织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2.2.2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为应急指挥中心的日常执行机构，由 HSE 部、生产部总调组

成。设在总调度室，办公室主任由调度总经理兼任。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值班电话（870）

23042、（87）789148。  

2.2.2.1 HSE部是公司日常环境应急管理部门，并设置公司专职应急管理人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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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工作。HSE 部主要职责： 

a）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团队开展环境应急准备工作，监督检查各部门/团队环境应急

准备和应急演练执行情况。 

b）负责组织公司总体和专项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评审、报备以及培训等工作。 

c）负责组织制定公司级年度演练计划，跟进演练实施及总结讲评。 

d）负责组织评估配备环境应急物资，建立公司环境应急物资台账，每半年组织一

次核查。 

e）负责消防气防组、安保管理组、医疗救助组、环境监控组等应急救援专业小组

的日常管理。 

f）负责与政府环境应急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 

g）负责环境事故管理及事故信息统计上报工作。 

h）负责公司日常环境应急管理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 

2.2.2.2 生产部总调是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值班室，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主要职

责： 

a）做好环境事故预报和预警工作。 

b）接到事故报告后，初步判断应急响应等级，并发送应急短信通知相关人员。  

c）指挥突发环境事故初期处理、生产应对和应急救援。 

d）掌握环境事故处置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 

e）负责传达和贯彻应急指挥中心指令。 

f）负责公司应急指挥室的日常管理。 

2.2.3 现场应急指挥部  

当启动二级/一级应急响应时，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长由应急指挥中心指

定，成员由各应急救援小组组长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一级/二级应急响应的现场 

指挥工作。 

现场应急指挥部一旦成立，应立即用应急对讲机通告现场指挥部的设置地点（复述

2遍），以引导其他应急人员快速到达。现场应急指挥部职责如下：  

a) 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针对事态发展制定现场应急抢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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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配环境应急资源，指挥各专业小组开展现场应急救援与处置；  

c) 判断是否需要外部支援，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现场救援与处置进展情况； 

d) 收集、整理环境应急处置过程相关信息、资料；  

e) 核实环境应急终止条件，请求应急终止；  

f) 对现场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  

2.2.4 专家组  

环境应急专家组成员由各部门提出，HR审核发布；主要负责对环境应急管理、应

急演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若需要，可向福建省或中石化的环境应急专家组请求支援。  

2.2.5 应急救援专业小组  

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性质和特点，成立相关专业应急救援小组，小组的日常管理

和应急准备工作由属管部门负责；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受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

实施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各专业应急救援小组组长负责确定本小组成员，并明确分工职责，定期组织成员学

习和演练，不断提高环境应急救援技能。 

2.2.5.1 消防气防小组 

由公司专业消防气防救援队伍（消防支队）和所在团队组成，为现场事故控制与救

援的主要力量，受现场应急指挥部的领导，组长由消防经理担任。在消防支队未到达现

场前，团队人员负责初期救援。如公司救援力量不能及时控制或消除事故影响，请求地

方公安消防队伍和周边企业消防队伍支援。主要负责：  

a) 现场中毒、受伤、受困人员的转移和救治；  

b) 现场火灾爆炸的扑救和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 

c) 防台抗汛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 

d) 指挥和实施火灾的扑救，为抢修堵漏和事故后期处置提供掩护；  

e) 现场火灾信息收集、现场情况侦察，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可能出现的重大险

情和事故处置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外部消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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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核实本专业应急终止条件；  

g) 应急处置结束后，清点本专业小组的人数。 

2.2.5.2 生产处置小组  

由生产部总调和团队人员、技术部工艺模块/计划模块组成，组长由储运和调度总

经理担任。事故期间主要负责：  

a) 确认与事故有关的工艺状态，及时切断危险物料；  

b) 评估事故可能对全厂生产造成的环境影响，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实施工艺应急

方案；  

c) 事故期间公用工程系统的调度；  

d) 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生产应急处置情况；  

e) 恢复生产前的工艺条件确认。 

2.2.5.3 医疗救护小组  

由HSE部、消防支队气防人员、闽南分院组成。组长由HSE部副总经理担任。主要

负责： 

a) 及时转移受伤害人员至安全地点；  

b) 在医疗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前，视情况对受伤害人员实施必要的现场救护，如喷

淋清洗、防止窒息、包扎固定、心肺复苏术等；  

c) 联系医疗救护车辆、协调医务人员实施医疗救治；  

d) 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受伤害人员的救治情况。  

2.2.5.4 安保管理小组  

由HSE部保安组成，组长由HSE 部保安副经理担任。主要负责：  

a) 组织疏散事故区域内人员，实施警戒和交通管制；  

b) 保持抢险救援通道的通畅，引导抢险救援人员及车辆的进入； 

c) 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疏散和交通管制情况； 

d) 负责治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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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应急物资小组  

由供应流通部、瑞晟公司相关人员组成。组长由供应流通部副总经理担任。主要负

责：  

a) 根据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及时为现场配送环境应急物资；  

b) 做好发放抢修器材的准备，一旦需要时紧急发放抢修器材；  

c) 落实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2.5.6 环境监控小组  

由 HSE 部专业人员、检验中心、公用团队和清污承包商组成；组长由 HSE 部环

保经理担任，主要负责：  

a) 检测事故区域及周边区域的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浓度；  

b) 检测事故区域及下游排水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  

c）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 

d) 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各类检测数据，为现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e）制定应急救援过程中消防水、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的应急封堵、回收与处置方案，

并组织实施； 

f）事故后期安排清污承包商对污染区域进行清理，妥善处置清理的废弃物。 

2.2.5.7 应急抢修小组  

由机械设备部动设备、静设备、钳工、电气、仪表、检修及相关区域的维保队伍组

成。组长由机械设备部副总经理担任。主要负责：  

a) 制定并实施设备抢修、堵漏方案；  

b) 对受损的建构物实施应急处置方案；  

c) 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处置情况；  

d) 处置结束后负责本专业人员的清点；  

e) 落实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2.5.8 通讯保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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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术部 IS 团队人员组成，组长由 IS 团队经理担任，主要职责： 

a）保障现场指挥无线对讲机通讯完好； 

b）保障应急指挥中心与事故现场通讯完好； 

c）保障现场监控视频完好。 

2.2.5.9 对外联络小组  

由人力资源与行政部、党群工作部、法律事务室和HSE部的有关人员组成。由 HR 

总经理担任组长。主要负责：  

a) 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向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报警，向政府环境应急部门

请求支援；  

b) 根据事态发展，按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通知社区疏散； 

c) 接待来访媒体人员、可能的社区人员或员工家属；  

d) 配合地方政府组织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和影响舆论等相关工作； 

e) 准备信息发布材料，经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和法律顾问审定，向社会公众通报；  

f) 处理环境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善后事宜； 

g) 掌握社会公众对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关注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 

2.2.5.10 后勤保障组 

由HR行政服务和瑞晟、福源公司组成，组长由HR行政服务经理担任，主要负责提

供应急交通车辆和餐饮服务。 

2.2.6 各职能部门/团队应急组织 

各部门/团队负责建立内部应急组织，部门总经理/团队经理是本单位环境应急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各部门/团队的主要职责： 

a）建立本部门/团队应急组织机构，明确职责，落实人员。 

b）负责编制相关专项预案和团队应急预案： 

生产部负责编制修订《防台抗汛应急预案》、《供电系统故障应急预案》、《系统

管带 泄漏着火应急预案》、《海底管道事故应急预案》4个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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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部负责编制修订《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2 个

专项应急预案。 

技术与规划部 IS 团队负责编制修订《信息系统事件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 

HSE部负责编制修订《综合环境应急预案》及《海上溢油事件应急预案》、《水体

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大气污染应急预案》和《危险废物处置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

案。 

各业务团队负责编制修订本团队环境应急预案。 

各生产现场和办公场所应制定应急疏散预案，由业主单位负责。 

c）负责制定本部门/团队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包括应急疏散）年度计划，并组织

员工开展培训和演练工作。 

d）负责建立本部门/团队环境应急物资台账，并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应急物质日常

管理工作。 

e）负责相关专业应急救援小组日常管理工作： 

生产部负责管理生产处置组； 

机械设备部负责管理应急抢修组； 

技术部负责管理通讯保障组； 

供应流通部负责管理应急物资组； 

HR部负责管理后勤服务组和对外联络小组； 

HSE部负责管理医疗救护组、安保管理小组和环境监控小组； 

消防支队负责管理消防气防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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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1）为确保装置运行过程的安全，公司在各生产装置采用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满足工艺过程操作及管理要求的分散控制系统（DCS），DCS控制系统适时采集、显示

和记录工艺过程变量和机泵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报警管理和分析，操作人员可以通过

人机界面对工艺过程进行控制、操作、监视。同时，DCS还完成装置内必要的工艺运算、

单回路控制、复杂控制、工艺联锁等功能，并通过冗余通讯接口与SIS、ITCC、MMS、

FGS等进行数据通讯。 

（2）各装置还配备了1套安全仪表系统（SIS），实现安全联锁、紧急停车及关键

设备联锁保护。SIS系统设工程师站，实现与DCS通讯，通过辅助操作台上的开关、按

钮以及DCS操作站完成相应的报警及操作。SIS采用三重冗余、冗错系统，以确保人员、

装置、重要机组和关键设备的安全。 

（3）各装置还设置了火灾及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系统（FGS），FGS系统配有两条

通讯网络，一条连接到全厂的火灾及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监视主系统和消防控制中心，

另一条连接到相关装置的DCS系统，在中央控制室内设置专用的HMI操作站用于FGS系

统的显示、报警及操作。火灾和气体检测系统（FGS）独立于DCS系统和其它的子系统，

接受来自现场的火灾、可燃气体探头的检测信号及手动报警信号，启动警报系统，同时

将火灾信号送至消防中心。FGS能与DCS进行实时数据通讯。在装置区易泄漏和易积聚

可燃有毒气体的场所，如阀组、采样口、机泵等场所按《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设计规范》设置有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探头和报警器，并把信号引入DCS系统

报警。公司各类可燃、有毒气体报警仪设置情况具体如表3.1所示。 

表3.1  联合石化可燃、有毒气体报警仪信息汇总表 

使用单位 

可燃气

体报警

仪 

H2S

气体

报警

仪 

NH3

气体

报警

仪 

H2气

体报

警仪 

CO 气

体报

警仪 

苯报

警器 

O2体报

警器 

二氧

化氯 

硅

烷 

环氧乙

烷 

炼油 1 业务

团队 
190 165  30   2    

炼油 2 业务 248 5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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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位 

可燃气

体报警

仪 

H2S

气体

报警

仪 

NH3

气体

报警

仪 

H2气

体报

警仪 

CO 气

体报

警仪 

苯报

警器 

O2体报

警器 

二氧

化氯 

硅

烷 

环氧乙

烷 

团队 

烯烃业务团

队 
48   1       

聚烯烃业务

团队 
71      6  2  

芳烃业务团

队 
134 7  35  25 4    

储运业务团

队 
305 20 6 1  14  2   

公用工程业

务团队 
125 77 1 14 168  6 2   

码头业务团

队 
114 8         

EOEG 团队 64   9   7   31 

合计 
1299 331 7 122 168 39 25 4 2 31 

2028 

 

（4）为满足装置生产操作、防火监视的需要，在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设置有工业

电视监控探头，监控信号引入中控室视频系统。 

（5）在储运系统采用了DCS控制系统，对储罐的液位、温度、压力、动态等进行

实时监控，对机泵、阀门的运行状态进行显示，对可燃、有毒气体报警进行监控。储罐

设置温度、液位测量和高、低液位报警及高高液位联锁。 

（6）公司还设立了门禁安保系统，在生产区各大门、油库区、码头、围墙的重要

部位安装视频监控，及时发现未经授权人员的非法进入和生产治安事件。公司还在鲤鱼

尾10万吨原油泊位、化工码头7#泊位、青兰山30万吨码头泊位安装了3套紫外监控报警

设备，用于监控海面油膜，一旦码头发生油品泄漏可以及时报警。 

（7）在废水总排口和主要废气排放烟囱、污水处理场关键工艺流程均设置在线分

析系统，并将数据引入DCS控制系统，实现实时监控。 

（8）HSE部组织职业危害因素内部定期监测和外部年度监测评估，一旦超标，立

即采取措施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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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防与应急准备 

（1）建立了完善的HSE管理机制，配备专职安全环保人员，明确各岗位的职责；

制定了岗位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和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标准，从管理上加强对风险源的

监督管理。 

（2）各装置、系统运行严格按照工艺操作参数执行，岗位内操通过DCS及时调节，

保证生产平稳运行，岗位外操定时巡检、发现生产操作问题，钳、电、仪、检修等专业

维保人员定期进行巡检维护，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3）在容易聚集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按照《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设计规范》（SH3063-1999）等标准规范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报警器及视

频监控，并集中在控制室指示、报警，以便发生事故及时处理。 

（4）加强环境风险防控设施管理。保障污水处理装置正常运行，保持污水事故池

处于低液位运行状态，罐组防火堤雨水排口及厂界雨水排口阀门正常处于关闭状态，以

应对突发事故水体污染物的应急处置。 

（5）编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团队级现场处置预案及各装置《操作手

册》，建立完善的应急体系。 

（6）制定应急培训及演练计划，对业务团队班长及以上管理人员、业务团队专业

技术人员及团队员工进行相应的应急培训，公司级应急演练计划由HSE部组织制定，总

体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团队级应急演练计划由各业

务团队制定并负责实施，每月组织一次，演练计划每年初报HSE部备案。 

（7）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及环境应急需求，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与设备，包括

消防与气防救援设备、医疗救护、污染处置、应急通讯、应急照明等。现场处置所必需

物资、设备贮存于现场，并由所属部门或业务团队负责管理；备用量统一贮存于供应流

通部仓库或消防支队，需要时及时调运到现场。相关部门与业务团队制定应急设备设施

的操作程序，建立应急物资与设备清单，定期检查，确保应急物资完好到位。 

（8）公司消防支队下辖的四个消防大队实行24小时战备值勤，一旦接到报警，可

在5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公司总调实行24小时值班，一旦接到报警可在第一时间指挥

团队开展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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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测与预警 

3.3.1 环境监测 

公司建立了环保监测站，配备了24小时值班的监测人员，监测仪器均按要求配置。

对所有排放口都进行了申报登记，设置标识牌，污水总排、催化再生烟气排放口、余热

锅炉废气排放口及硫磺回收尾气排放口等在线监测数据均与福建省环保厅污染源监控

中心联网，并通过了地方环保部门的验收及有效性数据审核。 

公司编制有《环境监测计划》，由产品质量中心环保分析组对废水、废气、噪声、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环境大气等开展定期人工监测。 

同时配备有环境应急监测车，对事故状态下的水、大气、噪声等开展应急、跟踪监

测。应急监测仪器、防护器材、耗材、试剂等日常管理由产品质量中心负责。 

公司日常环境监测及环境应急监测计划见附件9，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见附件10。 

3.3.2 环境风险预警 

3.3.2.1 预警分级 

根据事故信息或可能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确定公司环

境风险预警分级如下： 

（1）可能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红色预警； 

（2）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橙色预警； 

（3）可能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黄色预警 ； 

（4）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蓝色预警。 

3.3.2.2 预警发布 

（1）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事件报告后，根据事态危害程度、紧

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发出预警信息； 

（2）预警信息通过公司短信群发器、内部网络或电话发布。在夜间休息期间，除

发送短信简要说明预警信息外，还必须电话通知相关部门与团队的负责人，相关部门与

团队负责人再通知其他相关人员； 

（3）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事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生产或装置受损情况、

人员受伤害情况、已采取的措施等，让相关人员作好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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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预警处置 

1）大气污染风险预警处置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发出大气污染风险预警指令后： 

（1）出现异常工况的生产团队根据现场应急处置预案要求采取措施，确保不发生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 

（2）相关生产团队根据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指令，立即开展自查工作，确认所辖

范围内的装置及设备是否发生泄漏，安全设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并及时将自查结果反

馈给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3）公司做好厂区内人员疏散的准备； 

（4）对于厂区外环境，及时通知政府相关部门，必要时，配合政府做好厂区外受

灾人员的疏散准备； 

（5）产品质量中心环保分析组按照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指令开展大气采样分析工

作。 

2）水体污染风险预警处置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发出水体污染风险预警指令后： 

（1）相关生产团队需派人24小时值守，直至预警解除； 

（2）公司各职能部门做好应急准备； 

（3）各职能部门通知环境应急人员和应急专业组待命，准备环境应急物资发送； 

（4）各职能部门、生产团队检查公司重大环境风险源物料贮量情况，必要时进行

倒罐作业，减少最大储罐物料贮量；检查同类物料切换罐、泵、系统管线情况；检查易

发生事故部位及隐患挂牌部位的设施状况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清理单元（罐区）及系统

排水设施积存油、杂物情况，降低自然灾害条件下环境风险度。 

3）海上溢油风险预警处置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发出水上溢油风险预警指令后： 

（1）码头团队立即进入应急状态，严密监视各装置、储罐等设施的运行情况，出

现异常工况时，及时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险情； 

（2）公司各职能部门做好应急准备，做好环境应急物资、抢险队伍的应急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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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通知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迅速到达预警现场。 

3.3.2.4 预警解除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跟踪事态的发展，若“预警”条件已经消失，应及时发布预

警解除信息。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24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程序 

4.1.1 响应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公司将突发环境事件

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事件四级，分别用Ⅰ、Ⅱ、Ⅲ、Ⅳ表示。根据机构设

置和应急救援与处置能力，公司将应急响应分为三级，第三级为最低级别的应急，第一

级为最高级别的应急。突发事件分级与对应的应急响应级别见表 4-1。 

表 4-1  突发性事件分级与响应级别对照表 

突发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特别重大事件或红色预警事件，Ⅰ级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重大事件或橙色预警事件，Ⅱ级 

较大事件或黄色预警事件，Ⅲ级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参与应急 

一般事件或蓝色预警事件，Ⅳ级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队和/或消防队伍参与应急 

 

4.1.2 报警和启动响应 

（1）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发现人按照《应急报警程序》（见附件20）进行报警。 

（2）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总调倒班经理初步确定应急响应等级，并立即

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发送应急短信，启动应急响应。 

（3）根据不同的应急响应等级，总调在应急短信平台上创建响应群组，并及时更

新人员和手机号码。 

三级应急响应群组： PMT 部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业务团队 BTM、 PCL、 TCL、 

MCL，应急专业救援小组成员。 

二级/一级应急响应群组:总裁班子成员、部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三级应急响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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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4）接到应急短信通知后，相关部门和团队负责人立即通知其所属部门或团队应

急人员，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4.1.3 分级响应程序 

（1）三级应急响应 

①业务团队的班长接到报警后，应立即汇报团队 PCL，PCL 通知团队应急小组成

员。 

②班长作为第一时间的现场指挥长，组织班员按照团队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当团队 

BTM 或 PCL到达现场后，接替班长担任现场指挥长。 

③团队应急响应人员接到信息后，应根据各自应急职责赶往现场或中控室进行应急

救援。 

④在报公司 119 火警之后，班长应安排人员在装置外接应消防车辆。消防车到达

现场后，由现场指挥长与消防救援人员讨论制定处置方案。 

⑤当现场事态扩大，需要公司其他应急救援小组支持；现场指挥长应立即通知总调，

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2）二级应急响应 

①一旦事件被定义为二级事件，总调立即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发布指令，启动二级应

急响应。 

②接到二级应急响应信息后，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和应急物资组、后勤保障组、对外

联络组组长应立即赶往 CCR2 应急指挥中心集合。其余应急救援小组奔赴事件现场参

与应急响应行动，并按各自的职责分工迅速开展工作。 

③应急指挥中心听取总调倒班经理的事件情况汇报，分析判断事件状态，事故发展

与扩大的可能性，确定应该立即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并指定现场总指挥。 

④在现场总指挥未到达事件现场以前，事件现场人员按以下要求开展应急行动： 

现场指挥由当时的最高职务者临时担任，当上级领导赶到后，立即移交指挥权； 

应急指挥中心指令未到达前，现场应急响应行动按团队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指挥，

当应急指挥中心指令到达后，现场临时指挥立即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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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达事件现场的应急人员应听从临时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 

⑤当现场总指挥以及各应急专业救援组到达事件现场后，按以下要求开展应急行

动： 

现场总指挥到达事件现场后，立即接管现场应急指挥，成立现场指挥部； 

临时指挥人员立即向到达现场的指挥人员简要汇报应急响应现状并协助指挥； 

应急专业救援组组长立即执行现场总指挥的应急响应指令，带领本小组成员开展应

急响应行动； 

事件现场参与初始应对的应急响应人员回到各应急小组，听从各自组长的指挥。 

（3）一级应急响应 

①当现场事态扩大，需要请求外部支援或事态影响到周边社区，现场总指挥向应急

指挥中心汇报。由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根据现场信息或请求，决定是否启动一级应急响

应 

②外部支援 

一旦事件被定义为一级事件，对外联络组负责向泉港区或泉州市、福建省应急指挥

中心和相应政府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应急支援； 由安保管理组负责引导外部救援力量

进入现场救援。 

③应对公众媒体 

由对外联络小组负责在工程师楼接待室（暂定）接待政府官员、媒体、社区等外来

人员，并发布经应急指挥中心审核的信息材料。 

④应急疏散：内部应急疏散由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疏散（公司

《应急疏散程序》见附件21）。必要时，公司配合政府对周边社区人员进行紧急疏散。 

具体信息报告及应急响应流程分别见图 4-1 和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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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应急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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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启动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应启动本预案： 

（1）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启动环境应急预案或要求公司启动环境应急预案时； 

（2）发生公司级及以上级环境事件时； 

（3）经评估可能上升为公司级环境事件时。 

此外，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为一级响应时，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事故发展态势，请求

或建议地方政府和股东方启动环境应急预案；二级响应时，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发展

情况，决定是否请求地方政府和股东方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下达启动预案指令的同时，需采取应急行动。 

4.3 信息报告与处置 

4.3.1 内部接警与上报 

事故/事件发生后，事故/事件区域所属团队立即电话报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

调），通知团队经理和相关管理人员。若发生火灾爆炸、人员伤亡事故，应首先报告消

防大队和医疗救护。报告时应简要说明事故类型、发生地点(团队、单元、区域、方位)、

有无人员受伤害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立即电话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向相

关部门和团队负责人发出预警信息。若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已经决定启动二级以上应急响

应，则直接发出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的指令。 

相关部门和团队负责人通知其所属部门或团队应急小组人员作好应急准备或响应

应急。 

对于公司内部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生产运行装置、现场操作人员、承包商现场作业

人员，由公司总调电话通知相关团队当班班长。如经过评估，需要进行大范围的人员疏

散，按公司《应急疏散程序》的要求，指挥鸣响应急疏散警报器，通知受影响区域的人

员预警或疏散。公司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见图 4-1，公司内部相关应急报警电话如下： 

（1）总调：（870）23042、（87）789148 

（2）消防总机：119（内部电话，全厂通用），（87）7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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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防总机：120（内部电话，全厂通用） 

（4）厂区、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5）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 

（6）治安报警：（87）789110 

（7）更多公司内部应急联络信息见附件 12。 

4.3.2  外部信息报告与通报 

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关联企业（如与公司有直接物料转供的福林气体公司、湄洲湾

氯碱公司、福橡化工公司、南埔火电厂、福建省环境工程公司、林德（泉州）二氧化碳

有限公司、LNG 公司、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等），由总调负责及时通知对方

的生产调度，让其作好生产应急准备。 

如果发生需要政府、周边单位、社区（村庄）等参与应急响应的环境污染事故，应

急指挥中心领导指示对外联络小组立即电话报告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区应急办）、泉

港区环保局、泉港石化工业园区、相关社区负责人，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事件简要情

况、需要政府或社区支援、配合的方式与内容，区应急办/环保局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

要启动地方政府相关应急预案。 

如果公司突发环境事件达到或超过国家一般及以上事件标准时，公司对外联络小组

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立即向泉港区环保局、泉港石化工业园区及其他相关部门进

行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书面报告需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

导审核后报出。内容包括事故/事件类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事件现场情况、

简要经过、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

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等。书面报告经总裁班子审核后，由总裁办公室 24 小时

内通报股东方。部分政府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1）泉港区环保局：87971602，12369 

（2）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3）泉州海事局应急指挥中心：12395，22565013 

（4）泉州海区溢油应急分指挥部：32590820 

（5）泉州港务局：2258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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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多政府及其他社会单位应急联络信息见附件 12。 

4.3.3 信息发布  

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安排对外联络小组配合地方政府组织新闻发布

会，正确引导和影响舆论等相关工作。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信息稿件由人力资源

与行政部负责起草，发布前须经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审定。在事故发生的初期只发布简

要信息，随着现场处置的进展可发布初步核实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公众、社区防范

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信息发布或接待媒体的地点应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媒体人员进入厂区内或事故现

场。 

未经授权的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信息。 

4.4 应急准备 

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应急指挥中心并通知各职能部门及相关

生产团队负责人，召开各应急组织成员、生产团队负责人参加的应急会议，制定应急处

置指导方案。 

4.5 应急监测 

事故发生后，环境监控小组接到上级指挥机构指令，协调应急监测人员迅速出动，

根据事故现场情况积极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同时，在政府部门到达后，积极配合政府部

门相关机构开展其他应急监测工作。 

4.5.1 应急监测基本原则 

1）现场应急监测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对不能进行现场快速测定的项目，现场采

样后，应及时送实验室进行化验分析并保留原始样品；  

2）应急监测技术的先进性和现实可行性相结合； 

3）定性与定量、快速与准确相结合； 

4）环境要素的优先顺序为：大气、地表水、海水、土壤。 

4.5.2 应急监测程序 

①班长接收分析任务后，联系监测车司机、安排有关岗位人员准备好仪器、试剂等。 

②各位人员接到任务后，立即准备并检查仪器设备是否出于良好状态，现场监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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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需穿戴合格劳保、报警器，需要时还需带上气防等安全防护用具。 

③现场监测人员，随同监测车，确保人身安全情况下前往指定现场，开展监测分析，

做好记录。分析前须注意并遵守以下情况和规定： 

a、了解现场情况，问清现场监测项目，监测分析时，看清环境、清楚风向。 

b、取样分析要有代表性、全面性，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 

④在危险场合进行监测，要有安全监护人员陪同下取样、分析，一人负责检测、一

人负责安全监护。认真核查每一个分析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对所报告的分析结果，报

出分析数据需现场监护人员签字确认。 

⑤现场不具备便携式监测仪的使用条件、超出显示量程等，无法得到准确数据时，

应及时报告班长和相关人员；并用专门球胆采集样品，视情况采取其它手段进行分析。 

⑥主管、工程师、模块负责人经常与HSE、生产装置有关人员沟通协调，了解生产

和工艺情况，掌握生产动态和仪器使用情况，指导和督促各有关人员，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和分析的合理性。 

各厂区环境应急监测点位信息分别见附件5至附件8，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应急监测项

目见附件9，化验应急监测程序见附件11。 

4.5.3 应急监测方法与标准 

应急监测采用的监测方法与监测标准如表4-2所示。 

表4-2  应急监测方法与标准 

监测点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大气 

H2S 目前用便携式仪器 

SO2 目前用便携式仪器 

非甲烷总烃 HJ-T 38-1999  

NH3 目前用便携式仪器 

苯 

 HJ 584-2010、 

HJ 583-2010  
甲苯 

二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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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石油类 GB/T 16488  

氨氮 GB 7478  

COD GB 11914  

苯 
  

GB  11890  

  

甲苯 

二甲苯 

噪声 

等效声级 GB 12349  

最高声级 GB 12349  

 

4.5.4 大气污染事故监测 

监测点尽可能布设在事故发生地、厂区内人员聚集区附近，采样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以事故发生地为中心，根据事故发生地的地理特点、当时的气象状况以及其他

自然地理条件，在事故发生地下风向（污染物漂移云团经过的路径）、掩体或低洼地等

位置，按一定间隔圆形布点采样； 

2）若无风或微风，应在事故点周围布点并逐步向内缩小；若风速较大，应在事故

点下风向检测并逐步靠近事故地点； 

3）根据污染物的不同特性，调整采样高度，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

点； 

4）在厂区内的人员密集区（办公楼、中央控制楼）进行布点采样； 

5）采样过程中应根据风向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同时记录气温、气压、风向

和风速等参数； 

6）利用检气管快速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现场确定采样流量和采样时间； 

7）对于应急监测用的采样器，应经常予以校正（如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表），

以避免情况紧急无法校正所产生的误差。 

4.5.5 地表水污染事故监测 

联合石化公司发生的水体污染事故可能会对污水排口、清洁雨水排口及码头附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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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生污染。地表水污染监测方案应有一定的针对性： 

1）选择监测点位时，应考虑水流方向、流速和现场气象条件等因素。采样器具应

洁净并避免交叉污染；采样时应采集平行双样，一份提供现场快速测定，另一份现场加

入保护剂，尽快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 

2）加强敏感区域（如污水排口、清洁雨水排口及码头附近海域等）水质的布点监

测，多点采样后可混合成一个样。 

4.5.6 土壤污染事故监测 

1）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事故发生地及其周围一定范围内区域按照一定间隔圆形

布点采样，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深度采样，同时采集未受污染区域的样品作为对

照样品； 

2）在相对开阔的污染区垂直采取深10cm的表层土。一般在10cm×10cm范围内，

采用梅花形布点法或根据地形采用蛇形布点方法（采样点不少于5个）； 

3）将多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去除石块、草根等杂物，现场混合后取1-2kg样品放入样

品袋。 

4.5.7 地下水污染事故监测 

对地下水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根据本地区地下水流向采用网格法或辐射法

布设监测井采样，同时视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在垂直于地下水流的上方向，设置对照

监测井采样；在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取水处必须设置采样点。 

4.5.8 应急监测数据报告 

现场监测人员应将监测结果实时报告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及时报告应急办公

室。现场应急指挥部及专家组，根据监测数据对污染危害范围进行分析，估算厂内职工

及外界居民疏散撤离路线及疏散范围等内容。 

4.5.9 应急监测终止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现场空气中化学品浓度符合有关标准，事故导致的次生、衍生

事故隐患消除，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后，现场应急监测工作方能结束。 

4.6 现场处置 

4.6.1 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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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事件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本着“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

失、控制事故扩大”的原则，立即启动团队现场处置方案（三级应急响应），开展先期

处置。 

4.6.2 水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 

见《水体污染事件专项预案》。 

4.6.3 有毒气体扩散事件现场处置 

见《大气污染事件专项预案》。 

4.6.4 海上溢油事故现场处置 

见《海上溢油事件专项预案》。 

4.6.5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污染事件应急处置   

见《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及《危险废物处置应急预案》。 

4.6.6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见联合石化公司《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联合石化公司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签署工作场所医疗服务合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在公司厂区设立 1 个医疗救护中心站、在青兰山码

头设立 1 个医疗救护站，按合同规定的等级配备相应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厂区的医

疗救护中心站、青兰山码头的医疗救护站在现场 24 小时提供有资质的医护人员和设备

以提供有效的紧急医疗反应、评估、处理和稳定伤员；在现场配备交通工具以运送医护

人员去事故现场，在稳定伤员后运送伤病员到现场的医疗救护站或厂外的医疗机构（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相关医院及公司医疗救护中心站联系方式如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120 

厂区、鲤鱼尾码头医疗救护中心站：0595-87789120 

青兰山码头医疗救护中心站：（87）97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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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防护 

5.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发生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泄漏或火灾、爆炸时，应急人员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佩

戴符合救援要求的安全职业防护装备，严格按照救援程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做好个人

的安全防护工作，避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个人防护措施如下： 

1）呼吸系统防护 

泄漏毒物毒性大、浓度高于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IDLH），或现场氧气体积

百分比浓度低于 18% 时，应采用正压式空气呼吸防护器。对于泄漏环境中氧气体积百

分比浓度高于 18%，毒物浓度低于 IDLH 时，可以采用过滤式呼吸防护器。 

2）皮肤和粘膜防护  

存在刺激性、腐蚀性毒物的泄漏场所，应根据毒物的理化性质、现场浓度和侵入途

径等情况选择相应级别和种类的防护服、防护眼罩、防护面罩、防护手套和防护靴等皮

肤和粘膜防护装备。 

3）防爆 

进入存在和可能存在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不得使用非防爆电器，不得使用手机和

对讲机等。对应急监测人员需配备防爆型对讲机，确保通讯畅通。 

5.2 受灾群众的安全防护 

1）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根据现场指挥部报告情况，迅速通知并指导厂区内人员，

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沿安全线路向上风向空旷地带转移，生产厂区、鲤鱼尾库

区码头、青兰山库区码头应急疏散图分别见附图 4～附图 6）； 

2）当事故范围扩大且超出公司厂区界限，需要转移其他社会人员时，应及时向地

方政府求助，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做好职工和周边群众的转移和疏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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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次生灾害防范 

次生灾害主要是指由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

等。次生灾害的防范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应急监测，确认原生

灾害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程度；二是对原生灾害的合理处置，减少次生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及危害性；三是对环境敏感目标的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受影响的人群及水体。 

6.1  现场监测 

按照本预案 4.6 应急监测的内容对事故现场及环境保护目标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6.2  次生灾害防范措施 

按照本预案 4.7 现场处置的内容对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降低次生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及危害性。 

6.3  环境保护目标防范措施 

6.3.1  大气污染事件 

1）通知并指导厂区内下风向人员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沿安全路线向上风

向或侧风向空旷地方转移； 

2）厂界外下风向有人群目标时，及时报警并告知可能受影响的人员，派出相关人

员协助政府做好救灾工作； 

3）一旦发生人员中毒情况，采取措施进行现场急救，并立即通知医院协助救护。 

6.3.2  水体污染事件 

1）优先把事故范围控制在装置、围堰界区内，优先把事故污水调入调、储、处理

手段强的系统（如含油污水系统、事故水储存系统）；其次是把事故控制在厂区范围内。

既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要设法避免大量污染物进入外界敏感水体； 

2）必要时，安全环保部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指令协调相关协议环境监测机构对厂

区周边海域进行采样检测，监控海水水质变化情况。一旦发生周边海域污染，根据污染

物的特性，立即采取措施对污染物进行清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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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状态解除 

7.1 应急终止条件 

（1）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环境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2）股东公司环境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3）现场突发环境事件得以控制，环境污染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4）现场污染物质已降至有环保标准规定限值以内； 

（5）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环境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7.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上述终止条件全部满足； 

（2）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向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报告，请求终止现场应急；  

（3）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下达终止命令，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宣布应急终止。 

7.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环境监测。应急状态终止后，公司环境监测部门配合当地环境监测部门，持

续对事发现场的环境介质进行监测。如果事故后的监测发现事故现场的环境介质仍受到

污染，应继续进行合理的清理工作；如果发现环境介质不符合环境质量限值，应立即通

知相关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研究处理、修复的措施； 

（2）调查取证。按公司OIMS9.1《事件调查与分析程序》指定事故/事件调查组长，

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事件调查小组，小组成员进入事故/事件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取

证结束后应急抢修小组进入现场进行抢修和生产恢复工作。若政府部门需要介入事故/

事件的调查，待政府组织的调查小组完成现场取证后，方可进行抢修和生产恢复工作； 

（3）资料交接。现场指挥部和专业救援队伍在救援处置期间所形成的过程资料应

提供给事故/事件调查小组，以帮助事故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4）信息上报。如需要，将突发环境事件处理结果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相

关部门、股东方进行报告； 

（5）生产秩序恢复。包括组织抢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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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 

（6）应急物资补充恢复。对消耗、使用的应急物资、器材进行补充，使其重新处

于应急备用状态； 

（7）应急工作总结。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适时组织应急救援工作总结，对应急救

援处置能力进行评估，按总结、评估提出的建议进行完善。必要时，修订应急预案。由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编写总结报告或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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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善后处置 
8.1 人员安置、赔偿 

应急工作结束后，公司指挥中心应急办公室应会同当地政府做好受灾员工和公众的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做好受灾人员的安置和救灾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

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做好受灾人员及家属的安抚工作。同时依据国家、地

方政府以及公司的相关赔偿标准，对受灾人员进行损失赔偿。 

8.2 环境影响后评估 

HSE部组织相关部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的中、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

估，并根据受灾情况制定生产恢复、环境修复计划和时间表。 

8.3 环境恢复与重建 

生产部会同HSE部等管理部门及生产团队对受灾情况、重建能力以及可利用资源进

行评估，认真制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计划，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恢复厂区内

外的受损环境，组织开展灾后环境恢复与重建工作。对于事故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尽快进行收集(收集于槽车或污水调节罐、雨水监控池)，同时加大污水厂的运行负荷，

尽快将事故污水进行生物降解处置，污水处理达标后，立即外排，降低污水调节罐、雨

水监控池的污水含量；此外对于被事故污水流污染过的地区（如含油雨水管线、雨水明

沟、事故装置区），应急处置结束后，尽快进行冲洗，并将冲洗水一并收集后待机送入

污水厂进行无害化处置。 

对于产生的危险废物，分为两部分：一是危险废物本身，首先进行安全收集（收集

于铁桶等容），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采用加盖篷布、帆布等措施防止危险废物的挥发、

燃爆或雨淋；二是被危险废物污染的环境介质（主要是土壤和水体）。若土壤受到污染，

应通过对土壤采样分析监测（监测按照本预案4.5.6土壤污染事故监测的方法），确定土

壤污染的程度与范围，及时收集被污染的土壤，尽快联系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如福

建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处置，若不能立即处置，应暂时进行安全存放。 

对于海上溢油事故，在应急处置结束后，根据污染情况，制定海水水质监测计划（重

点考虑在可能受到影响的环境敏感区设立监测点），监测海水水质变化情况，并及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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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领导及政府管理部门汇报监测结果。 

对于有毒有害气体导致的环境大气污染，根据气象状况，制定大气监测计划，在可

能受到影响的村庄、企业设立监测点，监测环境大气质量恢复情况，并及时向公司领导

及政府管理部门汇报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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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保障 

9.1 应急保障计划 

依据本预案应急处置的需求，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体系，配备能够满足应急

需求的应急物资，设备物资管理部负责应急物资的日常管理工作，做到应急物资资源共

享、动态管理。在应急状态下，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统一调配使用各类物资。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对应急工作的日常费用和应急状态下的费用做出预算，财

务部审核，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审定后，列入年度财务预算计划；财务部要加强对应急

工作费用的监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重大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财务部对应急处置费

用进行如实核销。 

应急工作除依托泉港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外，还可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

品登记中心等单位建立沟通渠道，以便在事故状态下得到专业技术指导。 

此外，根据国家、集团公司颁布、制定的相关要求、标准，可聘请行业内相关专家，

结合公司实际，对公司应急能力进行评估，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措施，进行整改。 

9.2 应急队伍保障  

（1）公司成立应急组织体系，建立专业消防与保安队伍、生产团队义务消防员队

伍、专业抢修队伍，与第三方（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专业服务协议提

供应急医疗与海上溢油应急回收服务。  

（2）各职能部门和生产团队建立应急小组，按各自职责参与和支持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  

（3）公司消防与保安队伍主要负责火灾爆炸、人员中毒、危险化学品泄漏、群体

性事件等的应急救援工作，由HSE部负责日常管理。  

（4）公司专业抢修队伍和设备维保队伍负责设备事故的应急抢修处置工作，由机

械设备部负责日常管理与协调。  

（5）信息通讯系统故障由IT团队和DCS团队负责处置，由技术与规划部负责管理。  

（6）义务消防员队伍负责本团队发生的各类事故的先期处置，配合专业救援队伍

的应急救援与处置工作，由各团队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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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协议的医疗单位（闽南分院）提供应急医疗救护，由HSE部负责管理。  

（8）公司协议的海上溢油回收服务商提供海上溢油的监督巡查与回收工作，由生

产部储运二联合团队负责管理。  

9.3 资金保障  

公司用于应急救援的费用从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中列支，由HSE部负责监管，由财

务部负责落实，按公司授权开支流程审批。列支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用于应急预案制定（或修订）的培训费、评审费、印刷费；  

（2）用于购买、补充或更新应急物资与装备的费用，建设或维修（恢复）应急设

施的费用；  

（3）用于应急培训与演练的费用、用于社区应急宣传教育的费用；  

（4）用于应急信息咨询（支援）的费用；  

（5）对参加应急救援的外部救援队伍消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的补偿

费用；  

（6）用于人员转移、安置所必需的费用；  

（7）对因参加应急救援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

抚恤的费用；  

（8）应急救援系统的维护费用等。 

9.4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1）公司各部门及业务团队根据专项预案、业务团队应急处置方案的要求，落实

相关应急救援物资与装备。  

（2）现场处置所必需物资、装备应按正常配备标准贮存于现场，并由所属部门或

业务团队负责管理；备用量统一贮存于供应流通部仓库或消防支队，需要时及时调运到

现场。应急物资与装备管理应严格遵守公司《应急物资管理规定》

（FREP-04-M-052-2015）。 

事故状况下，公司向第三方协议公司、中化泉州石化、泉港石化工业园区及地方政

府请求援助。 

（3）相关部门与业务团队建立应急物资与装备清单，定期检查应急物资与装备的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44 

完好到位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HSE部汇总建立台帐，每年开展一次督查。  

（4）分属于不同部门或业务团队保管的应急物资，在应急过程中现场指挥部可以

统一调配使用。 

（5）供应流通部与应急物资提供商建立联系，及时提供应急物资； 

（6）公司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详见附件15，第三方协议公司、中化泉州石化、泉

港石化工业园区及地方政府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见《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环境应

急资源调查报告》。 

9.5 医疗卫生保障 

公司HSE部与闽南分院签订应急医疗服务协议，提供应急医疗救护服务。 

9.6 交通运输与餐饮保障  

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与瑞晟工贸公司签订车辆运输服务协议，提供应急救援期间

的人员、应急物资运输服务；与福源公司签订应急期间的餐饮服务协议。  

9.7 通讯与信息保障  

（1）技术与规划部IT团队负责应急通讯与信息保障，策划、配备应急通讯与信息

装备，保证应急通讯与信息畅通。应急通讯设备应符合现场安全的要求。  

（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备有足够数量的应急对讲机，供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应

急指挥使用。对讲机应保持电量充足，随时处于备用状态。使用后归还至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  

（3）事发现场安全距离范围内，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有2～3部行政及直通电话和4～

6台固定频率防爆移动电话，可随时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取得联系；当电话

数量不足且现场又不能使用非防爆手机时，应在最短时间内拉设临时电话。  

（4）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和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备有相关

单位/人员的应急联系电话（包括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和公司各岗位的电

话号码表，电话应保持最新。相关单位/人员包括：  

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公司各部门、各团队负责人；  

公司消防气防救援、保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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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医疗救援单位；  

协议的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与公司生产业务相关联的其他单位等；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泉港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安全、环保、海事、卫生、公安消防等部门；  

泉州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安监局、环保局等；  

福建省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安监局、环保局等。  

其他关联单位的联系，由业务对口单位负责。  

（特别说明：考虑到隐私保护和正常生产秩序免受干扰，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公司

各部门、各团队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和公司各岗位的电话号码表，由IT定期更新，印制后

存放于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不附在此预案中。）  

（5）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平时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第一时间需

要通知的应急人员姓名，分别建立信息群发数据库，以便最短时间内将预警（应急）信

息通知到应急人员。  

9.8 其它保障 

（1）公司机械设备部与维保单位签订污染物清理与回收协议，提供突发事件期间

可能释放的固态、液态污染物的封堵、回收与现场清理服务；协调清理作业由机械设备

部负责，废弃物的场外处置由HSE部负责；  

（2）公司供应流通部与兴通船务公司签订海上溢油应急服务协议，提供围油栏施

放、污油回收与清理服务；  

（3）公司HSE部与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中心签订应急咨询服务协议，24小时提供

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咨询服务；  

（4）公司机械设备部与驻公司的合格承包商签订应急抢修服务协议，及时提供应

急抢修服务；  

（5）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与地方、福建省、中石化应急管理办公室建立联系，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46 

需要时请求支援；  

（6）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联系，及时请求提供相关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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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案管理  

10.1 宣教培训  

（1）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组织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制定应急预案培训计划，新

制定的预案或预案修订后应进行培训。管理层主要培训应急响应程序，应急职责和应急

准备方面的要求，员工主要培训应急报告程序、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中应关注的事项。  

（2）应急预案的培训由预案编制部门组织，通常采取召集应急组织体系内相关部

门与相关专业的负责人进行集中授课的方式，至少应培训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培训由

各团队组织，可采取专业人员授课和员工自学后考核的方式，使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

的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岗位应急处置预案。  

（3）人力资源与行政部负责对周边社区的应急宣传，可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组织

讲座的形式，HSE部与党群工作部予以配合。  

10.2 应急预案演练 

10.2.1 编制演练计划 

（1）根据应急响应等级，应急演练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演练，其中一、二级为

公司级应急演练，三级为团队级应急演练。 

（2）公司级应急演练计划由 HSE 部负责制定并提交 SOC 审核批准，其中：一

级应急演练每年至少1 次；二级应急演练每年至少 2 次。 

（3）团队级应急演练计划由团队经理组织制定并提交部门总经理审核批准，其中：

各业务团队每班组每月 1 次演练； IS 团队、 DCS 团队、电气运行团队每班组每季

度 1 次。 

（4）应急疏散演练具体参见《应急疏散管理程序》 

（5）演练计划应按照公司统一模板填写明确演练时间、地点、内容以及组织者，

演练计划应在 1月初完成，并上报给 HSE 部。 

（6）公司级演练组织者为演练所在区域的部门总经理，团队级演练组织者为演练

所在区域的PCL或团队经理。 

（7）演练采用实战和桌面推演方式，公司级演练必须采用实战方式，业务团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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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月至少 1 次实战演练。 

（8）演练内容应考虑：严重性较大、可能性较高的情景，以及本公司、石化行业

曾发生过的重大环境事件。 

（9）如公司级演练计划发生变更， HSE 部应重新提交 SOC 审批。 

10.2.2 制定演练方案，组织培训 

（1）演练实施前，演练组织者负责牵头制定演练方案，相关部门/团队予以配合。 

（2）公司级演练方案应提交 SOC 审批，并发给相关部门和团队，由部门和团队

负责人组织人员培训学习。 

（3）团队级演练方案由团队经理审批，并发给相关人员，由培训协调员组织班组

人员培训学习。 

（4）演练方案中应制定演练观察评分表及评分标准，并确定观察员。 

（5）新建装置首次开工前，属管团队应负责制定现场处置应急方案，并组织员工

培训及演练。 

10.2.3 应急演练实施 

（1）演练组织者按照演练计划和演练方案负责落实演练实施。 

（2）演练具体时间由演练组织者确定，演练时间除演练观察员外不提前通知。 

（3）由演练组织者下达演练开始指令，根据演练方案，事件第一发现人按照《应

急报警程序》进行报警，总调接到报警后，根据响应等级发送应急短信，通知相关应急

人员开始演练。 

（4）演练中的应急响应按照本预案“响应程序”执行。 

（5）演练过程中，应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运行： 

①报警、联系及发送应急短信要讲明是环境应急演练。 

②外操人员更改工艺流程采取挂牌形式，中控人员采取记录形式进行模拟操作。 

③演练时，消防、气防、医疗等应急车辆禁止拉响警笛。 

④使用消防水、消防泡沫等，应不影响现场设备安全运行。 

⑤如公司发生环境应急事件，需要演练中参与的应急队伍和车辆等救援力量，应立

即终止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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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演练组织者根据现场演练情况，确认演练完成，下达演练结束指令。 

（7）总调接到演练结束信息，发送应急短信， 通知相关应急人员演练结束。 

10.2.4 演练总结讲评 

（1）演练结束后， 演练组织者要组织演练人员和观察员召开总结讲评会。 

（2）演练观察员根据现场观察情况，填写观察评分表，并在讲评会上汇报。 

（3）根据演练完成情况，结合观察评分表，由演练组织者负责制定《应急演练讲

评总结》，包括：演练过程记录、演练差距整改措施，并落实整改负责人和完成期限。  

（4）公司级演练讲评总结要上报给 HSE 部，由 HSE 部提交 SOC 审核跟进整

改措施。团队级演练讲评总结由团队经理审核，由团队安全工程师负责跟进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并上报 HSE 部。 

10.2.5 应急演练资料归档 

（1）团队培训协调员负责本团队应急演练计划、演练方案及培训、讲评总结资料

归档，并上报 HSE部。 

（2）HSE 部专职应急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级和团队级应急演练计划、演练方案及培

训、讲评总结资料归档。 

10.3 预案修订 

公司HSE部负责组织应急预案的维护与更新工作，至少每三年对应急预案进行一次

回顾性评估。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公司因兼并、重组、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

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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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4）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

化的； 

（5）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

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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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重大修订的，修订工作参照环境应急预案制定步骤进行。对环

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调整的，修订工作可适当简化。 

10.4 预案签署及备案 

本预案由公司HSE部组织编制、修订并负责解释，经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和总裁

班子审核，由公司总裁批准发布。预案及所属专项预案应报泉州市环保局备案。应

急预案修订后应当重新进行备案。  

 

10.5 责任与奖惩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对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培训、演练与应急响应工作的执行

情况进行测评，测评结果作为部门管理层与员工绩效测评的依据。特别对应急组织体系

不健全、应急准备（包括预防措施、应急物资、应急预案、应急演练）不落实、应急响

应不及时的单位责任人进行严厉考核。  

编制人 核稿 审核 审批 

朱倩 梁生于 刘彦昌 Joost Emmen 
Nouraddin 

A.Yousuf 
顾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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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则  

11.1 名词术语  

（1）环境应急预案：指企业为了在应对各类事故、自然灾害时，采取紧急措

施，避免或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厂界外大气、水体、土

壤等环境介质，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2）环境风险受体：指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企业外部人群、具

有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能的单位或区域等。 

（3）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指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

附录 B 规定的某种（类）化学物质。 

（4）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5）环境风险单元：指长期或临时生产、加工、使用或储存环境风险物质的

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或同属一个企业且边缘距离小于  500 米的几个

（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 

（6）突发环境事件：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

导致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

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

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

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7）应急准备：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

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8）应急响应：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9）应急救援：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

事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10）恢复：指在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

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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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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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件 

附件 1 福建福建联合石化厂区地理位置及周围敏感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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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联合石化全厂装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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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司重点目标与应急队伍分布图(粉色与红色标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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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生产厂区含油污水、初期雨水、清洁雨水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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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产厂区应急疏散及应急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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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OEG厂区应急疏散及应急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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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鲤鱼尾库区码头应急疏散及应急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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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青兰山原油库区码头应急疏散及应急监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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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环境日常/应急监测计划 

监测类

型 
装置名称 取样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 
备注 

外排废

水 

鲤鱼尾氧

化塘 

氧化塘

出口（下

池） 

pH、COD、石油类、氨氮、挥发

酚、氰化物、悬浮物、硫化物、

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对

-二甲苯、间-二甲苯 

1 次/日 

污水总排

口 BOD5 2 次/月 

总有机碳、总磷 1 次/月 

镍 2 次/年 

青兰 ft 污

水外排口 

监控池

T-104 
pH、COD、石油类、氨氮、总磷 排放前 

污水外排

口 

污水处

理场出

水 

鲤鱼尾库

区南污水 
排放池 

pH、石油类、COD 氨氮 1 次/日  

硫化物、悬浮物 1 次/周  

BOD5 2 次/月  

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对

-二甲苯、间-二甲苯 
需要时  

含油污水

处理场 

排放池

出水 

pH、COD、石油类、挥发酚、氨

氮 

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对

-二甲苯、间-二甲苯 

1 次/日  

硫化物、悬浮物 1 次/周  

氰化物、镍、总磷 需要时  

含盐污水

处理场 

监控池

出水 

PH、COD、石油类、氨氮、挥发

酚、硫化物、悬浮物、苯、甲苯、

乙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

间-二甲苯 

1 次/日  

氰化物 需要时  

雨水分

析 
1#雨水监控池 

pH、石油类、COD、挥发酚、氨

氮、硫化物 

1 次/周

(必要时 

可由公

用二联

合 提出

增加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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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雨水监控池 
pH、石油类、COD、挥发酚、氨

氮、硫化物 

1 次/周

(必要时 

可由公

用二联

合 提出

增加分

析 

 

EOEG 
清净雨

水池 

pH、石油类、COD、挥发酚、氨

氮、硫化物 
1 次/周  

码头清净雨水 
pH、石油类、COD、挥发酚、氨

氮、硫化物 
需要时  

废气污

染源 

400 万吨/

年常减压

装置 

加热炉

联合烟

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炼油二 

加氢装置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30 万吨/年

催化重整

装置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S-zorb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催化装置 烟囱 
烟气流量、SO2 在线 

烟尘、NOX 1 次/月 

焦化装置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170 万吨/

年溶剂脱

沥青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炼油一 

20 万吨/

年硫磺回

收装置 

尾气焚

烧炉烟

囱 

烟气流量、烟尘、SO2、NOX 在线 

20 万吨/

年硫磺回

收装置 

加热 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120 万吨/

年航煤加

氢精制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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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万吨/

年柴油加

氢精制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800 万吨/

年常减压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210 万吨/

年加氢裂

化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230 万吨/

年加氢处

理 

加热炉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PX 
加热炉

烟囱 1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芳烃 PX 
加热炉

烟囱 2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PX 
加热炉

烟囱 3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150t/h 动力锅炉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公用工程 

225t/h 辅助锅炉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POX 余热锅炉 1

（6486 单元） 
烟气流量、烟尘、SO2、NOX 在线 

POX 余热锅炉 2（6485

单元）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POX 过热蒸汽锅炉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乙烯裂解炉（1～10#）

烟囱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烯烃 

EO/EG 烟气 
烟气流量、烟尘、烟气黑度(林格

曼级)、SO2、NOX 
1 次/月 EOEG 

恶臭污

染源 

含盐污水处理场 硫化氢、氨、甲硫醇、甲硫醚 1 次/月  

含油污水处理场 硫化氢、氨、甲硫醇、甲硫醚 1 次/月  

厂界环

境大气 

厂区 
厂界上

风向设 1

个监测

点，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NOx、非甲

烷总烃、硫化氢、氨、苯、甲苯、

二甲苯 

1 次/季  

鲤鱼尾油 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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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 
下风向

设 3 个监

测点 

新建青兰

ft 中转油

库 区 

非甲烷总烃 1 次/季  

EO/EG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

烃、硫化氢、氨 
1 次/季  

应急监

测 

大气 
H2S、SO2、非甲烷总烃、NH3、

苯、甲苯、二甲苯 
—— —— 

水 
石油类、氨氮、COD、苯、甲苯、

二甲苯 
—— —— 

噪声 等效声级、最高声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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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应急监测仪器设备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应急监测车 1  

2 VOC 检测仪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 苯气体检测仪 1 苯蒸汽 

4 复合式气体检测仪 1 H2S、CO、Cl2、SO2、可燃气 

5 复合式气体检测仪 1 NO、NO2、NH3、可燃气 

6 数字声级计 3  

7 碱性电池 4  

8 油份分析仪 1 车载 

9 
便携 GC（水中苯、甲苯、

二甲苯、乙苯） 
1 

车载 

10 
多功能水质在线自动检

测仪（温度、PH、电导率） 
1 

车载 

11 
色谱仪（环境大气中非甲

烷总烃） 
1 

实验室 

12 
色谱仪（环境大气中苯、

甲苯、二甲苯等苯系物） 
1 

实验室 

应急监测车随车防护用品清单 

1 硫化氢报警仪 2  

2 一氧化碳报警仪 2  

3 过滤式防毒面具 2  

4 皮布手套 2  

5 橡胶手套 2  

6 耳罩 2  

7 滤毒罐 8 绿色、黄色、褐色和白色罐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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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监测车随车用采样器具清单 

1 水样采样器 2 500ml 不锈钢（带采样绳） 

2 采样器 2 500ml 搪瓷 

3 样品瓶 10 500ml 塑料（带盖） 

4 采样绳 1 30m 棉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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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化验应急监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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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公司及相关部门应急联系方式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公司内部 

总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870）23042，（87）789148 24 小时值班 

消防气防： 119，（87）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拨打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尾 

消防四大队 （87）976526 位于青兰山 

医疗救护： 120 闽南分院，用内部电话直拨 

厂区、鲤鱼尾、EOEG （87）789120 闽南分院驻现场急救电话 

治安报警 （87）789110  

化验检测中心环境监测站 （870）25226，（870）25227 班长室，24 小时值班 

储运二联合调度 （870）23404，（87）789106 24 小时值班电话 

机械设备抢修值班电话 （870）23555，（87）799176  

匪警电话（公司） 0595-87789110  

泉港区 

泉港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0595-87987111 

0595-87987108 

0595-87987118 传真 

 

油城公安分局 
87081110 总机报警电话 

27721110 设在公司生产区的报警电话 

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 87987111，87978111（传真）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0595-87971529 

0595-87971329 传真 
 

泉港区环境保护局值班室(投诉电

话)（环境监察大队） 

电话 0595-87971602 

传真 0595-87970690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三分局 0595-87970200  

泉州海事局泉港区海事处 87089010  

泉港区卫生局应急办 87971552、87971550（传真）  

武警边防站 87089110  

泉港区公安消防大队 87991222 值班电话 

泉港石化工业园区   

上西边防派出所 87089110  

湄洲湾港口管理局肖厝港务管理站 87983932，87777132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泉港区南埔镇人民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泉港区南埔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0595-87782031 0595-87781103 

泉港区后龙镇人民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港区后龙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0595-87733886 0595-87731556 

泉港区南埔镇施厝村 党支部书记 

施宗金（公司新火炬所在区域） 
13004803711  

泉港区后龙镇后墘村 党支部书记 

陈云良（公司排洪渠所在区域） 

158807911222 

0595-87911222 
 

泉州市 Qua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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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区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0595-87987111 

0595-87987108 

0595-87987118 传真 

 

泉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0595-22374213 0595-22374214 

泉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值班室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0595-22574308 

0595-22578395 

0595-22579382 传真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值班室（投诉电

话） 
0595-12369  

泉州海事局应急指挥中心 12395，22565013  

泉州海区溢油应急分指挥部 32590820  

泉州港务局 22582725  

福建省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0591-87021324 

0591-87837979 
0592-87855770 

福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值班

室 

0591-87521854  

0591-87548643 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6778 

0591-87868398 传真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24h on-duty） 

其他社会单位 

兴通海运公司 
0595-87089009 （ 24 小时值班）， 15985951231 （陈）， 

18965778009（黄） 

医疗救护（闽南分院） 0595-87798120 

福林气体公司 0595-27730176 0595-87025205 

福橡化工公司 0595-27725130 0595-27725131 

南埔火电厂 0595-87026088 0595-87026086 

福建省环境工程公司 0595-27723909 0595-27723901 

泉州协力二氧化碳气体有限公司 0595-361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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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公司应急人员通讯录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总裁班子 

总裁 顾越峰 87023968/27355998 

总裁行政助理 陈少峰 87023030/27355609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副总裁行政助理 薛  雯 87023906/27355611 

副总裁 安文佑 87789129/27355608 

副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生产运行总经理 刘彦昌 87799216/27355619 

行政助理 于  薇 87023065/27355628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赵天星 (87)789183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储运及调度总经理 康庆山 (87)789151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OIMS 组长 桂  华 87023132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事故事件调查管理员 陈志凯 87023057 

总调及对外事务 

对外事务经理 王胜军 (870)23856 

支持 邱吉彬 (870)23046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倒班经理 陈军晖 (87)789148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丁宏波 (870)23252 

PCL 陈福连 870)23409 

PCL 刘永敏 (870)23628 

PCL 陈展礼 (870)2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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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人员通讯录（续 1）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PCL 祝贞旺 (870)2363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TCL 王明华 (870)23250 

MCL 吴钦辉 (870)23253/(870)23197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PCL 陈  平 (870)23367 

PCL 杜  辉 (870)23381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MCL 庄灿忠 (870)23707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260 

PCL 朱  华 (870)23342 

PCL 段小卫 (870)23329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TCL 韩立洪 (870)23681 

MCL 唐  诚 (870)23596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PCL 林  斌 870)23266 

PCL 蔡义良 (870)23267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高级工程师 吴腾寿 (870)23686 

MCL 黄立群 (870)23533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林春金 (87)799218 

PCL 陈光昱 (870)23265 

PCL 陆  军 87023240 

作业作业协调员 郑鹭波 (870)23659 

TCL 李泽普 (87)799079 

MCL 杨鹏飞 (870)2356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PCL 黄盛鹏 8702318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PCL 陈平平 (870)23104 

PCL 方荣才 (870)2325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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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人员通讯录（续 2）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TCL 李永吉 (870)23299 

MCL 邱吉辉 (870)23570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PCL 张宏河 (87)799278 

PCL 陈泽龙 (87)799201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799142 

TCL 姚养鹏 (87)799193 

MCL 潘奇闻 (870)2354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79 

PCL 刘保荣 (87)799120 

PCL 余志辉 (87)799121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TCL 黄书明 (870)23740 

MCL 陈风兴 (870)23402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徐松晨 27721501 

PCL 林华辉 27721502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513 

TCL 陈文强 27721519 

MCL 高  靖 27721511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庄晓东 (87)789125 

副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副总经理 刘  翔 (87)799173 

副总经理 傅峻松 27721251 

MCL 经理 梁雪膺 (87)799020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预决算主管 杨金国 (87)799021 

施工/维修质量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综合维修/支持经理 李洪泉 (87)799228 

维修调度 24 小时值电

话 

 (87)799176 

电气维修经理 陈  峻 (87)799155 

电气运行经理 柯  宁 (870)23360 

仪表/分析经理 涂胜华 (87)799124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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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人员通讯录（续 3）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动设备主管 刘燕山 (870)23705 

仪表主管 肖  霖 (870)23205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侯赛因 87023066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副总经理 孙晓晓 27721236 

DCS 经理 李  铮 (870)23176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0)23550 

信息系统应用主管 柯震宇 (870)23800 

信息系统开发主管 胡  鑫 (87)799096 

产品质量中心经理 林敏亮 (87)799159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值

班) 

 (870)25226/(870)25227 

设计经理 黄琼志 27721103 

HSE 部 

副总经理 林  斌 (870)23986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  鑫 (870)23018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环保与健康经理 梁生于 (87)799224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消防与气防经理 陈兴云 (87)799170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 (87)789119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雷学清 87789155/27355861 

副总经理（行政） 吴一宁 87799001/27355631 

副总经理 刘晓晖 27721009 

行政经理 吕  薇 87799004/27355648 

行政后勤主管 王哲明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公共关系主管 陈少峰 87023030/27355936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扎伊德 27355800 

副总经理 李存功 27355777/27355778 

物资供应经理 陶  景 27355803/27355805 

综合管理 乐章峰 27355848 

计划主管 陈松水 27355838 

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服务采购 
张叶贵 27355818 

师  珊 2735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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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人员通讯录（续 4）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市场部 

总经理 林  栩 87789162/27355711 

副总经理 连录沂 27355712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库房管理 王增朋 27355736 

党群工作部 

主任 谢  翊 87789133/2735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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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公司应急专家通讯录 

 

序号 姓名 部门 联系方式 

1 蔡锡平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058 

2 孙晓晓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881 

3 连向阳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698 

4 王明华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627 

5 杨成武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687 

6 韩立洪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681 

7 吴腾寿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686 

8 李泽普 技术与规划部 87799079 

9 李永吉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299 

10 姚养鹏 技术与规划部 87799193 

11 黄书明 技术与规划部 87023740 

12 林敏亮 技术与规划部 87799159 

13 王付庆 技术与规划部 87799090 

14 程贤德 生产部 87023689 

15 丁宏波 生产部 87023260 

16 江正丰 生产部 87023271 

17 林春金 生产部 87799218 

18 周胜军 生产部 87023257 

19 陈玉辉 生产部 87799167 

20 郑恒仁 生产部 87799179 

21 张华平 机械设备部 87799200 

22 刘  翔 机械设备部 87799173 

23 傅峻松 机械设备部 87023280 

24 陈颖锋 机械设备部 87799022 

25 戴卫民 机械设备部 87023517 

26 梁雪膺 机械设备部 87799020 

27 陈峻 机械设备部 87799155 

28 郎树山 机械设备部 87799127 

29 涂胜华 机械设备部 87799124 

30 张迎春 机械设备部 87799175 

31 李洪泉 机械设备部 87799228 

32 林  斌 HSE 部 87023986 

33 但  鑫 HSE 部 87799163 

34 杨尚智 HSE 部 87976376 

35 陈兴云 HSE 部 87799170 

36 孟宪国 HSE 部 87789119 

37 王成宗 HSE 部 87799171 

38 黄海波 HSE 部 87023045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76 

 

 

39 梁生于 HSE 部 87799224 

40 黄建华 HSE 部 87023766 

41 黄志宏 HSE 部 87023087 

42 叶  炜 HSE 部 87023768 

43 朱  倩 HSE 部 87799026 

44 徐妹凤 HSE 部 877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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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公司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序号 名称 规格 存放地点 数量 

消防支队 

1 西格那奔驰泡沫干粉联

用车 

TLF60/60-60=3000 一大队 1 台 

2 卢森堡亚奔驰泡沫车 TLF12.000 一大队 1 台 

3 威马 45 米进口高喷车 VEMA44TWT 一大队 1 台 

4 解放泡沫车 SGX5260GXFPM140 一大队 1 台 

5 解放泡沫车 SGX5260GXFPM140 一大队 1 台 

6 气防救护车 YQFFH060A 一大队 1 台 

7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M180ZP 一大队 1 台 

8 庆铃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56W 一大队 1 台 

9 豪沃泡沫车 HXF5300GXFPM160 一大队 1 台 

10 豪泺 15 吨干粉/泡沫联

用车 

BBS5260TXFGP100 二大队 1 台 

11 威马 45 米进口高喷车 VEMA44TWT 二大队 1 台 

12 290 斯太尔王泡沫车 HXF5250GXFPM120 二大队 1 台 

13 奔驰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二大队 1 台 

14 豪沃泡沫车 PM18 BX5320GXFPM180HW

1 

三大队 1 台 

15 豪沃泡沫车 PM18 BX5320GXFPM180HW

1 

三大队 1 台 

16 奔驰 32 米曲臂高喷车 F32MDT 三大队 1 台 

17 斯太尔王泡沫/干粉联

用车 

ZZ1256M4346F 三大队 1 台 

18 豪沃泡沫车 PM16 HXF5300GXFPM160 四大队 1 台 

19 290 斯太尔王泡沫车 HXF5250GXFPM120 四大队 1 台 

20 266 斯太尔王泡沫车 HXF5250GXFPM119 四大队 1 台 

21 266 斯太尔王泡沫车 HXF5250GXFPM120 四大队 1 台 

22 指挥车（丰田）非特种

车 

GTM6480ASL 机关 1 台 

23 指挥车（猎豹）非特种

车 

CFA2030B 保卫 1 台 

24 华晨金杯（面包）非特

种车 

SY6521KSB 战训 1 台 

2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防检 1 台 

26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车 BJ2023FI 机关 1 台 

27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车 BJ2023FI 保卫 1 台 

28 消防手台泵 VC52AS 一、二大队 3 台 

29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检测

仪 

MC-OWOO-Y-CN-OO 消防支队 20 台 

30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S） 消防支队 29 台 

31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消防支队 4 台 

32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消防支队 2 台 

33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消防支队 1 台 

34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仪 GAXT-M（CO） 消防支队 2 台 

35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一、二、三、四

大队 

4 台 

36 气密防化服  一、二、三、四

大队 

30 套 

37 隔热服  一、二、三、四

大队 

42 套 

38 避火服  一、二、三、四

大队 

4 套 

39 吸油毡  三大队 2 吨 

40 沙袋  一大队 400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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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围油栏 20 米 一大队 8 条 

42 担架  消防支队 8 副 

43 个人安全绳  消防支队 200 条 

44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消防支队 181 套 

45 安全充气箱 CQX1 气防站 1 套 

46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气防站 1 台 

47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气防站 1 台 

48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气防站 1 台 

49 铁锹  一大队 20 把 

50 清水泡沫灭火剂 6%多功能 库存 5 吨 

51 清水泡沫灭火剂 6%高倍数 库存 5 吨 

52 清水泡沫灭火剂 6%水成膜 库存 40 吨 

53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耐海水 库存 30 吨 

码头（海上溢油设施） 

1 高压热水清洗机 HDS1000DE 青兰山应急库房 1 套 

2 齿形转盘收油机 ZSC40 青兰山应急库房 1 套 

3 下行带式收油机 DXS40 青兰山应急库房 1 套 

4 浮动油囊 FN5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套 

5 吸油毡 PP-2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吨 

6 溢油分散剂 GM-2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吨 

7 分散剂喷洒装置 PS40C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套 

8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 WQJ1500 青兰山应急库房 400 米 

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 WX1500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套 

10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 PK1650C 青兰山应急库房 1 套 

11 冲吸气机 FGC 青兰山应急库房 1 套 

12 围油栏拖头 1500 围油栏 青兰山应急库房 2 套 

13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

系 

统 

SCGa—B10 青兰山操作室 1 台 

14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 slicksleuth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头 

1 套 

15 高压热水清洗机 BCH-0917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16 转盘式收油机 ZSY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17 绳式收油机` SS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18 浮动油囊 FN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19 溢油分散剂 GM-2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20 吸油毡 PP-2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21 分散喷洒装置 PS40C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22 轻便储油罐 QG5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23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

及 

卷绕架 

200m/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24 FGCA 充吸气机 800m
3
/h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台 

25 
PK1630D 围油栏动力

站 
PK1630D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26 EB-415 手提风机 EB-4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27 PSC40 喷洒装置 PSC40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综合环境应急预案 

79 

28 FN5 浮动油囊 5m
3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29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

机 

DXS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0 DXS15-02D 下行带式

收油 

机动力站 

DXS15-02D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1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 DSS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2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

油 

机动力站 

DSS15-02C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3 FYN-5 浮动油囊 5m
3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只 

34 海环 1#溢油分散剂 20kg/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26 桶 

35 PP-2 吸油毡 20kg/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35 包 

36 离心泵 HYDRAUUC 

PRESSVRE 200RAR

（2900PSI）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7 螺杆泵 DH-32E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8 真空收油机 ZKB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39 凸轮转子泵 XZB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0 齿轮泵 CLB-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1 快速围油栏 200m/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2 栅栏式围油栏 SWL-1100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 米 

43 防火围油栏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一套 

44 小型盘式收油机 ZSL-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45 小型刷式收油机 SSL-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6 自由浮式收油机 YSJ-3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7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 DSJ-3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48 吸油毡 PP-2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49 吸油拖栏 SWL-1100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 米 

50 普通型分散剂 MH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吨 

51 浓缩型分散剂 GM-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吨 

52 冷水清洗机 CJC-1113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台 

53 高压热水清洗机 HDS1000DE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台 

54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 WGJ900 鲤鱼尾应急库房 1860 米 

55 定位连接浮筒 DWT900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 套 

56 锚 75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 

57 锚 10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6 

58 围油栏浮漂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 

59 钢丝绳 不锈钢 φ12mm 鲤鱼尾应急库房 750 米 

60 钢丝绳绳卡 不锈钢 φ12mm 鲤鱼尾应急库房 90 

61 聚乙烯绳 φ28mm 鲤鱼尾应急库房 1400 米 

62 聚乙烯绳 φ22mm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 米 

63 锚链 φ12mm 鲤鱼尾应急库房 250 米 

64 各种规格卸扣  鲤鱼尾应急库房 105 

65 动力艇 300HP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条 

66 集油船 300T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艘 

67 锄头  鲤鱼尾应急库房 21 把 

68 铁锹  鲤鱼尾应急库房 31 把 

69 镐头  鲤鱼尾应急库房 14 把 

70 编织袋  鲤鱼尾应急库房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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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4＃铁丝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KG 

72 20＃铁丝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KG 

73 8＃铁丝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KG 

74 麻绳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0 米 

供应流通部 

1 铁锹  供应大楼 411 房 250 把 

2 锄头  供应大楼 411 房 10 把 

3 铁镐  供应大楼 411 房 10 把 

4 扁担  供应大楼 411 房 50 根 

5 帆布 8m×6m  供应大楼 411 房 8 块 

6 箩筐  供应大楼 411 房 77 只 

7 白棕绳  供应大楼 411 房 110kg 

8 尼龙绳 10m  供应大楼 411 房 47 条 

9 涤纶绳 4cm  供应大楼 411 房 10.4kg 

10 编织袋  瑞晟编织袋厂 5000 条 

11 雨布  瑞晟编织袋厂 350m 

其他 

1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生产团队操作室 216 套 

2 救生圈  EO/EG 2 套 

3 吸油毡  EO/EG 50kg 

   储运 75kg 

   烯烃 1250kg 

   芳烃 1250kg 

   聚烯烃 500kg 

   公用 125kg 

4 沙袋 25kg EO/EG 30 包 

   炼油二 60 条 

  PVC 包装袋 芳烃 200 条 

   公用 50 条 

5 两轮手推车  EO/EG 1 部 

6 铁锹  EO/EG 10 把 

7 尼龙绳  EO/EG 10 条 

8 防火毯  储运 3 袋 

  长 50m,宽 1.2m,厚 8mm 

的玻璃纤维 

芳烃 40 米 

  50000×1200×8 聚烯烃 5 卷 

   公用 2 卷 

9 铁锹  储运 20 把 

   芳烃 10 把 

10 铁桶  储运 8 个 

11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 4kg 炼一团队 8 个 

   码头团队 10 个 

   技术与规划部 16 个 

   供应流通部 52 个 

  5kg 聚烯烃团队 2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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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流通部 58 个 

  8kg 炼一团队 1232 个 

   炼二团队 855 个 

   烯烃团队 764 个 

   芳烃团队 640 个 

   聚烯烃团队 696 个 

   公用团队 641 个 

   储运团队 678 个 

   码头团队 399 个 

   人力资源部 44 个 

   技术与规划部 74 个 

   机械设备部 393 个 

   供应流通部 196 个 

12 手提式 D 类干粉 12kg 聚烯烃团队 14 个 

1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手提式 9kg 烯烃团队 64 个 

   芳烃团队 34 个 

   供应流通部 30 个 

  推车式 25kg 芳烃团队 9 个 

14 手提式 CO2 灭火器 3kg 炼一团队 4 个 

   炼二团队 10 个 

   烯烃团队 2 个 

   公用团队 18 个 

   储运团队 4 个 

   码头团队 70 个 

   人力资源部 8 个 

   技术与规划部 152 个 

   机械设备部 1020 个 

   供应流通部 12 个 

  5kg 炼二团队 90 个 

   码头团队 6 个 

   技术与规划部 4 个 

   机械设备部 156 个 

  7kg 炼一团队 30 个 

   聚烯烃团队 4 个 

   储运团队 2 个 

   技术与规划部 59 个 

   机械设备部 98 个 

15 推车式 CO2 灭火器 24kg 烯烃团队 2 个 

   码头团队 1 个 

   技术与规划部 22 个 

   机械设备部 21 个 

1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聚烯烃团队 21 个 

  35Kg 炼一团队 46 个 

   炼二团队 5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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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烯烃团队 51 个 

   芳烃团队 11 个 

   聚烯烃团队 25 个 

   聚烯烃团队 12 个 

   公用团队 12 个 

   储运团队 38 个 

   码头团队 53 个 

   机械设备部 13 个 

  23kg 供应流通部 16 个 

  10kg 聚烯烃团队 4 个 

  50kg 聚烯烃团队 2 个 

17 编织袋  储运 50 个 

18 海洋王灯具  炼油二 74 个 

   烯烃 69 个 

   芳烃 58 个 

   聚烯烃 17 个 

19 防化服 TYCHEMRC 炼一团队 9 套 

   炼二团队 4 套 

   公用团队 6 套 

   储运团队 2 套 

   烯烃团队 2 套 

   聚烯烃团队 3 套 

   芳烃团队 2 套 

   EO/EG 团队 2 套 

   消防支队 80 套 

20 防酸防碱服 175、180/封闭式面罩 烯烃 4 套 

21 隔热服  炼一团队 9 套 

   炼二团队 4 套 

   公用团队 5 套 

   烯烃团队 2 套 

   聚烯烃团队 3 套 

   芳烃团队 3 套 

   EO/EG 团队 2 套 

   消防支队 114 套 

22 防火服  聚烯烃 6 套 

23 防酸碱手套  聚烯烃 50 双 

24 围油栏 外径 90cm,长 20m, 公用 2 条 

25 防毒面罩 MP3 生产团队操作室 82 套 

  MP4 生产团队操作室 87 套 

  MP5 生产团队操作室 55 套 

  MP7 生产团队操作室 79 套 

26 急救箱  炼油一业务团队 5 个 

   炼油二业务团队 6 个 

   烯烃业务团队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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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烃业务团队 2 个 

   聚烯烃业务团队 5 个 

   公用工程业务团

队 

9 个 

   储运业务团队 5 个 

   码头业务团队 5 个 

   EO/EG 2 个 

   计量站 1 个 

   调度 2 个 

   机械设备部 8 个 

   技术与规划部 6 个 

   HSE 部 8 个 

   人力资源部 1 个 

   财务部 1 个 

   总裁办 1 个 

   党群工作部 1 个 

   市场部 2 个 

   供应流通部 1 个 

27 防爆对讲机  生产部机关 5 部 

   总调 30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4 部 

   炼油一 56 部 

   炼油二 100 部 

   公用工程 67 部 

   储运 44 部 

   码头 40 部 

   烯烃 46 部 

   芳烃 42 部 

   聚烯烃 41 部 

   EO/EG 22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70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65 部 

   机械设备部 72 部 

   技术与规划部 14 部 

28 便携式测报仪  生产部总调 2 台 

   炼一 38 台 

   炼二 33 台 

   烯烃 10 台 

   芳烃 12 台 

   聚烯烃 1 台 

   公用工程 66 台 

   储运 21 台 

   码头 7 台 

   可靠 22 台 

   质保 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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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计划 11 台 

   仪表 40 台 

   电维 16 台 

   电运 7 台 

   钳工 24 台 

   综合维修 18 台 

   技规设计 2 台 

   技规工艺 5 台 

   DCS 1 台 

   HSE 25 台 

   消防 61 台 

   化验 19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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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应急设备与

物资清单 

项目 名称 型号 数量/功率 备注 

船舶 

兴通油 109 浮油回收船 500t 

在造中，预计 2012 年 2 月交

船，具备溢油回收、消防及

拖轮使用的多功能船舶 

兴通油 101 溢油回收船 500t 

溢油防污专用船，配备专用
船舶吊杆，专用收油机平台
以及配备油水分离器、小型
防污器材库等 

兴辉油 1 溢油回收船 150t 
具备溢油回收，污油回收，
船舶加油等功能 

兴通油 1 溢油回收船 150t  

兴通交 1 辅助船舶 105KW  

兴通交 2 辅助船舶 58.8KW  

兴通交 3 辅助船舶 27.94KW  

闽肖渔 1546 辅助船舶 79.4KW  

兴通渡 1 辅助船舶 110KW  

围油栏 

浮子式橡胶围油栏 

WGJ1000 5000 米 

适用于非开阔水域，高强度、

耐磨、耐油、耐候 
WGJ1500 2000 米 

GWJ1000 3000 米 

PVC 固体浮子式围

油栏 
WGV900-SH 600 米 

总高为 900mm，适用于拦截

水面上溢油和其它漂浮物 

橡胶充气式围油栏 QW1500 2000 米 

高度 1500mm，适用于开阔水
域，是围控溢油、防止溢油
扩散的重要设备 

充气充水滩岸围油

栏 
WQV600T 1000 米 

适用于岸线防护，具备高强
度、耐油、耐磨、耐候、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 

防火围油栏 FW900 400 米 

强度高，具有耐火性能，主
要用于可能燃烧的溢油泄露
或者用于溢油燃烧处理时布
放 

围油栏集装卷绕架 WJQ1500 10 套  

围油栏动力站 PK1650C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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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吸气机 FGC 1 套  

围油栏拖头 QW1500-01 4 套  

收油机 

转盘式收油机 ZSY5 1 台 收油速率为 5m
3
/h 

硬刷转盘收油机 ZS5 1 台 收油速率为 5m
3
/h 

转盘转刷式收油机 ZSPS3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 30m

3
/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下行动态斜面带式

收油机 

DXS3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 30m

3
/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DXS60 2 套 
最大收油速率 60m

3
/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喷洒装

置 

船用喷洒装置 PSB140 4 套 喷洒量为 140L/min 

轻便式喷洒装置 PSC40 8 套 喷洒量为 40L/min 

清洁装

置 

热水清洁装置 BCH1217A 2 套 
温度不低于 80℃、压力为

8mpa 

冷水清洁装置 BCC0917A 4 套 压力为 8mpa 

吸油材

料 

吸油毡 

PP-1 2 吨  

PP-2 12 吨  

吸油拖栏 

XTL-Y200 1000 米 直径为 200mm 

XTL-Y220 3000 米 直径为 220mm 

溢油分

散剂 
 

MH2 1 吨  

GM-2 1.4 吨  

收油网  SW2 1 套  

浮动油

囊 
 FN10 1 套 

溢油应急行动中用作水面储
存和运输油的工具，特别适
合临时存储高粘度油 

卸载装

置 

过驳油泵 YB250M-4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50m
3
/h 

防爆过驳油泵 YB2-200L2-6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00m
3
/h 

圆弧齿轮泵 KCB200 2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50m
3
/h/台 

吸油软

管 
 

DN50 30 米  

DN75 1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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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00 215 米  

DN150 215 米  

临时储

存装置 轻使储油罐 QG10（80m
3） 2 个  

通讯设

备 

对讲机  12 台  

高频  7 台  

消防器

材 灭火器 干粉、泡沫 30 个  

消防器

材 灭火器 干粉、泡沫 15 个  

救生器

材 救生衣 DF86-5 90 件  

 救生圈 2.5KG 60 个  

救生器

材 

氧气瓶  10 瓶  

防毒口罩  75 具  

防护眼镜  50 个  

自给式呼吸器  1 套  

消防员装备  1 套  

环保手电筒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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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危废清单及 2016年危废产生及处置情况 

 

序号 危废名称 处置量（吨） 去向 

1 污水处理场“三泥” 6292.80 

福建省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废物焚

烧厂 

2 储运&码头清罐油泥 1166.32 

3 丁二烯废 TBC 149.42 

4 
乙烯烧焦池油泥&焦粒&污

水池/地沟污泥 
189.94 

5 公用工程除“三泥”外的废

渣 
747.2 

6 聚烯烃清池污泥(含废白油) 77.28 

7 催化油浆过滤残渣 160.9 

8 零星废渣 46.17 

9 芳烃废白土 202.68 
福建省固体废物

处置有限公司 

10 废润滑油（综合利用） 99.07 
福清市发强特种

油有限公司 

合计 ─ 9131.78 ─ 

注：处置量参照 2016 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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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福建联合石化应急预案演练登记表 

 

 

预案名称 

Plan Name 
 

组织单位 

Organizati

on 

 

响应级别 

Response 

level 

 

演练时间 

Drill Date 

年    月    日 

Month  Day  Year    

演练地点 

Drill 

Place 

 

参加演练 

单位、人员

名单 

Participan

t 

 

序号 

No. 

演练步骤、内容 

Drill Procedure 

责任人 

Person in 

charge 

演练表现 

Performance 

    

总结： 

Comment: 

记录人：                              组织单位领导签字： 

Recorder                               Leader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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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福建联合石化应急各种制度、程序、方案 

 

OIMS要素 三级文件清单 三级文件编号 状态 

要素5.2 

职业健康管理标准 FREP-04-M-013-2015/2 已发布 

防止硫化氢等高毒物中毒安全管理标

准 
FREP-04-M-010-2016/2 已发布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标准 FREP-04-M-016-2014/2 已发布 

要素6.5 

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管理标准 FREP-04-M-045-2014/1 已发布 

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标准 FREP-04-M-021-2012/1 已发布 

环境监测管理标准  FREP-04-M-05-2012/1 已发布 

“三废”及噪声污染防治管理标准 FREP-04-M-024-2015/2 已发布 

要素9.1 事件管理标准 FREP-04-M-002-2016/4 已发布 

要素10.1 

福建联合石化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

预案 
FREP-04-M-032-2015/2 已发布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FREP-04-M-032-(06)-2015/2 已发布 

气防事件应急预案 FREP-04-M-032-(10)-2015/2 已发布 

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FREP-04-M-032-(12)-2015/2 已发布 

水体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FREP-04-M-032-(13)-2015/2 已发布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FREP-04-M-032-(14)-2015/2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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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福建联合石化《应急报警程序》（FREP-04-M-051-2015） 

 

1 目 的  

为了及时正确报警，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处置，避免或降低事件带来的人

身伤害、环境污染和财产损失，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对火灾、安保、医疗、生产等应急事件的报警进行规定，适用于公司

所有员工、协议工、承包商和访客。 

3 术语或定义  

无 

4 职责  

4.1 公司员工、协议工、承包商、访客，都有义务掌握本公司的应急报警方

式，一旦发现应急事件发生，应及时正确报警。 

4.2 HSE 部负责对公司员工、协议工、承包商、访客的应急报警程序培训，

纳入公司入厂 HSE 教育培训内容。 

4.3 HSE 部消防支队负责火灾、气防、中毒泄漏等应急事件的接警处置。 

4.4 HSE 部保卫负责盗窃、交通事故、打架斗殴、非法入侵、群体事件等公

司安保事件的接警处置。 

4.5 公司医疗承包商负责医疗急救事件的接警处置。 

4.6 生产部总调负责生产运行及公司其他应急事件的的接警处置。 

4.7 技术规划部 IS 团队负责公司应急报警通讯设施的维护及维修工作。 

5 工作程序或要求 

5.1 应急报警电话： 

5.1.1 火警、中毒、泄露事件报警电话： 87799119，公司内部电话直接拨打 

119。 

5.1.2 安保事件报警电话： 87789110， 公司内部电话直接拨打 110。 

5.1.3 医疗救护报警电话： 87789120， 公司内部电话直接拨打 789120。 

5.1.4 生产调度及其他应急事件报警电话： 87789148， 8702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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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HSE 部负责在公司出入证件上印制应急报警电话，确保入厂人员熟知

报警电话。 

5.2 报警程序: 

5.2.1 突发应急事件的第一发现人，应根据事件的属性，立即拨打相关报警

电话进行报警。 

5.2.2 报警内容：发生何种事件、事件发生地点、人员伤亡情况、报警人单

位及电话号码。 

5.2.3 报警后，报警人员应同时向总调汇报事件情况。 

5.2.4 事件发生单位的现场负责人应安排人员，及时指引救援队伍到达事件

发生地点，并向救援人员汇报现场具体情况，配合救援人员开展工作。 

5.3 接警程序 

5.3.1 接警岗位应确保 24 小时值守，报警电话应确保畅通，发生故障及时

报修，并有应急替代措施。 

5.3.2 接到报警后，接警人员应问清事件情况、发生地点、人员伤亡情况、

报警人单位及电话号码。 

5.3.2 接警后，接警人员应立即通知相关应急队伍响应，赶赴现场进行应急

处置。 

5.3.3 接警人员应与应急现场保持联络，做好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并及时汇

报相关部门和领导。 

5.3.5 接警人员应做好接警记录，包括：接警时间、事件情况、事件发生地

点、报警人姓名及电话、接警后的处置措施等内容。 

5.4 报警设备管理  

5.4.1 生产区域内禁止使用非防爆手机等通讯设备，应使用现场固定电话、

防爆对讲机、现场火灾报警手动按钮等通讯设备进行报警。 

5.4.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FS 系统） 管理按照《 火灾自动报警及控制系

统管理程序》 实施。 

5.4.3 生产区域增设声光报警设施， 实现火灾和气体检测系统（ FGS 系统） 

在线声光报警。 

5.4.4 HSE部消防支队负责每月检查消防车辆的汽笛和警灯，确保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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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文件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一届第六号) 

2008/10/28 

6.2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第 61 号

令） 

6.3 《火灾自动报警及控制系统管理程序》  

6.4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7 相关记录  

无  

8 附加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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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福建联合石化《应急疏散程序》（FREP-04-M-036-2015/2） 

 

1 目的 

为保护公司范围内人员的生命安全，避免或减少现场人员在突发紧急事件中

受到伤害，及时有序地组织现场人员疏散或撤离，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在突发紧急事件时，公司各部门、在公司范围内作业的承包商

及外来访客的疏散与撤离。 

3 术语或定义  

无 

4 职责 

5 工作程序或要求  

5.1 应急疏散设备设施管理  

5.1.1 生产现场和办公场所设置应急疏散平面图，标明所在位置、疏散路线

和紧急集合点；办公场所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由 HSE 部和生产部共

同负责设置生产现场疏散平面图，由 HR&A负责设置办公场所疏散平面图、疏

散指示标志。 

5.1.2 HSE 部负责设置紧急集合点和厂区道路路标，并设立标志牌，以醒目

的图示和文字标识并编号。紧急集合点的设置详见公司应急疏散图。 

5.1.3 业务团队确定现场风向标的数量和设立位置，并定期检查；风向标的

安装与维护由 HSE 部消防团队负责。 

5.1.4 HSE 部负责评估配备应急疏散警报设备，确保应急疏散警报声覆盖全

厂。 

5.1.4.1 目前公司共安装了 4 套应急疏散警报器，用于全厂疏散： 

CCR1 房顶 1 台，控制器位于 CCR1 内靠近 PX 操作台的墙上，用于 PX 

及老厂区域的警报，由芳烃中控人员负责操作。 

CCR2 房顶 1 台，控制器位于 CCR2 内 124 房间，用于炼油新区及化工

新区的警报，由聚烯烃中控人员负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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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尾中控室房顶 1 台，控制器位于中控室墙上，用于鲤鱼尾南北库区及

码头的警报；青兰山中控室房顶 1 台，控制器位于中控室墙上，用于青兰山库

区及码头的警报。 

5.1.4.2 局部疏散警报器采用装置现场扩音对讲系统，用于装置疏散。 

各办公场所应设置独立应急疏散报警器，在未配备报警器之前，采用吹哨子。 

5.1.5 为确保公司员工、协议工、承包商、外来人员熟悉应急疏散警报声， 

CCR1 和 CCR2 应急疏散警报器要每月进行警报测试，定于第一周一的午餐时

间。 

5.1.6 应急疏散警报设备维护  

机械设备部电气维修团队负责全区域应急疏散警报系统的维护。 

技术与规划部 IS 团队负责局部现场扩音对讲系统的维护。 

5.2 应急疏散方案  

5.2.1 各生产现场和办公场所应编制应急疏散方案。生产现场应急疏散方案

由业务团队负责编制，办公场所由业主单位负责编制，其中： 

5.2.1.1 公司办公大楼由 HR&A 负责 

5.2.1.2 机械设备部办公楼和机加工楼由机械设备部负责 

5.2.1.3 工程师楼由技术规划部负责 

5.2.1.4IPMG 项目部由ＰＭＧ负责 

5.2.1.5 综合楼由生产部负责 

5.2.1.6 CCR1 和 CCR2 由 DCS 团队负责 

5.2.1.7 产品质量中心办公楼由技术规划部产品质量中心模块负责 

5.2.2 方案培训  

5.2.2.1 业务团队培训协调员负责组织团队员工和外来人员进行应急疏散方

案培训。 

5.2.2.1 办公场所业主单位负责人组织办公人员和外来人员进行应急疏散方

案培训。 

5.2.2.3 入厂安全教育培训应包含公司应急疏散相关知识培训。 

5.3 应急疏散演练  

5.3.1 制定应急疏散演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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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涉及范围，应急疏散演练分为全区域和局部疏散演练。 

全区域疏散演练计划由 HSE 部负责制定并提交 SOC 审批，每年至少一

次。 

局部疏散演练计划由业主部门/团队负责制定，每年至少二次。 

疏散演练计划应在 1 月份完成，并上报给 HSE 部。 

5.3.2 应急疏散演练实施 

全区域疏散演练由 HSE 部牵头组织实施。 

各生产现场疏散演练由业务团队 PCL 组织实施。 

各办公场所疏散演练由业主单位负责人组织实施。 

5.4 应急疏散程序  

5.4.1 发生以下突发事件（且不限于），需要考虑进行应急疏散： 

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 

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等生产安全事件 

恐怖袭击等公共安全事件 

5.4.2 应急疏散指令下达和解除 

全区域疏散：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长下达和解除全区域疏散指令，由总

调倒班经理传达，并启动 CCR1 和 CCR2 全厂应急疏散警报。 

局部疏散：生产现场疏散指令由应急处置的现场指挥长下达和解除，总调倒

班经理传达给相关团队，由中控人员负责通过现场扩音对讲系统传达。如无现场

扩音对讲系统，则由班长通知外操，外操通知现场作业人员。 

办公场所疏散指令由业主单位负责人下达和解除，由相关人员负责启动疏散

警报器。 

如无疏散警报器，则采用吹哨子、手持扩音喇叭、喊话方式。 

5.4.3 应急疏散  

5.4.3.1 生产现场人员疏散  

接到应急疏散指令后，现场人员按以下要求尽可能以最快速度疏散： 

与生产操作或直接作业无关的人员可根据现场风向指示或现场管理人员的

指引，沿疏散路线疏散到就近的紧急集合点 

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应将所使用的设备处于安全状态后再疏散，特别是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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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用火、用电作业的人员应关掉火源和电源后再疏散。 

现场操作人员应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坚守岗位，确保突发事件不会进一

步扩大；在接到应 

急疏散指令后应按相应的应急预案将可以暂时中止的工作或设备停止，将不

能停止的设备转入 

自动控制状态后再疏散。 

疏散人员应注意风向，特别是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时，人员应从上风向进

行疏散。 

5.4.3.2 办公场所人员疏散  

办公场所人员疏散应注意： 

禁止乘坐电梯 

有次序从逃生通道疏散，避免发生人员踩踏事件。 

6．相关文件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突发性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火灾爆炸应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气防事件应急预案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7．相关记录  

无。  

8．附件  

附件 1: 应急疏散警报器使用须知 

9．附加说明  

原 2011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应急疏散程序》（ FREP-04-M-036-2011 /1） 

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