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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General Rules 

1.1 编制目的 Purpose 

为了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生产安全方针，规范本公司事故应急管理，

应对生产安全事故时的应急救援及处置能力，保障公司和员工的安全，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促进本公司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This Gener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s are prepared to 

implement the work safety policy of “Safety First, Precaution Crucial, Comprehensive Control”, 

standardize FREP incid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in case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ensure the safety of FREP and employees, 

minimize the property loss,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impact and facilitate FREP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manner.  

1.2 编制依据 Basis of preparation 

1.2.1  法律、法规 Laws and regulations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 69 号） 

Emergency Respons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No. 69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4]第 13 号） 

Work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No. 13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8]第 6 号） 

Firefight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No. 6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5]第 9 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No. 9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1]第 52 号，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2017]第 81 号修改）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2011] No. 52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through 

([2017] No. 81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3]第 4 号）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Safety of Special Equipment ([2013] No. 4 

Presidential Decre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经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Regulations on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No. 376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modify as per No. 588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8）《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445 号，经国务院令第 703 号修订） 

Regulations on Precursor Chemicals Control (No. 445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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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er No. 703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9）《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Regulations on Report,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No. 493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1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2 号修订） 

Regulations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No. 591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modify as per No. 42 Decre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11）《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Measures for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of Incidents ([2013] No. 101 

Document issued by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1.2.2 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Government rules and normative documents  

（1）《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 

Measures for Information Report and Treatment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No. 21 Decre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经总

局令第 79 号令修改） 

Interim Provisions for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No. 40 Decre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Revised through No. 

79 Decre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危险化学品等领域七部规章的决定》（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 

Decisions of the State of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on Abolishment and Modification of 

Seven Regulations Related to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Other Aspects (No. 79 Decree of 

the State of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 

Measures for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s (No. 

88 Decree of the State of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5）《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十个部委局公告 2015 年

第 5 号） 

Direct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version 2015) ([2015] No. 5 bulletin of such ten 

ministries and bureaus as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6）《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告 

Directory of Hazardous Explosive Chemicals (version 2017)  Bulletin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高毒物品目录》 卫法监发[2003]142 号 

Directory of Highly Toxic Substances  [2003] No. 142 Wei Fa Jian Fa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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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安委〔2013〕8 号） 

Circular of the Safety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Further Intensifica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 of the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 Wei [2013]No. 8 Document)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安监总厅应急〔2014〕95 号） 

Interim Measures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Assessment of the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 Jian Zong Ting Ying Ji[2014] No. 95 Document ) 

（10）《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1〕95 号） 

Circular on Publication of the List of First Batch of Hazardous Chemicals under Priority 

Management (An Jian Zong Guan San (2011) No. 95) 

（11）《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3〕12 号附件一） 

Circular on Publication of the List of Second Batch of Hazardous Chemicals under Priority 

Management (Appendix 1 to An Jian Zong Guan San (2013) No. 12) 

（12）《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Stat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d Disaster  

（13）《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State Gener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Public Incidents  

1.2.3 地方性法规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1）《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200 号） 

Fujian Provincial Measures on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No. 200 Decree of Fuji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2）《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 12 月 2 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Fujian Provincial Regulations on Work Safety (adopted at 26th

（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闽政[2010]22 号）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welfth People’s Congress of Fujian Province on December 2, 2016) 

Comments of Fuji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Work 

Safety in Enterprises (Min Zheng [2010] No. 22) 

（4）《福建省消防条例》（闽常[2012]31 号） 

Fujian Provincial Regulations on Firefighting (Min Chang [2012] No. 31)  

 

1.2.4 国家标准 National standards  

（1）《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 

Requirements for Allocation of Emergency Rescue Materials at Hazardous Chemical 

Organizations （GB30077-2013) 

（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Guidelines for Prepar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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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rganizations （GB/T 29639-2013） 

1.2.5 行业标准 Industrial standards  

（1）《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AQ/T3048-2013） 

Selection and Allocation of Labor Protective Devices for Chemical Producers 

（AQ/T3048-2013） 

（2）《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AQ/T 3052-2015） 

Guidelines for Commanding of Emergency Rescue in Hazardous Chemical Incidents 

（AQ/T 3052-2015）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Guidance for Drill of Emergency Response to Work Safety Incident （AQ/T9007-2011）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AQ/T 9009-2015） 

Specific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Drill of Emergency Response to Work Safety Incident 

（AQ/T 9009-2015） 

（5）《消防员现场紧急救护指南》（GA/T968-2011） 

Guidance for First Aid by Firefighters at Site （GA/T968-2011） 

（6）《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行动要则》（GA/T 970-2011） 

Key Points of Actions for Disposal of Spill Incident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GA/T 

970-2011） 

（7）《建筑倒塌事故救援行动规程》（GA/T1040-2013） 

Procedure of Rescue Actions for Building Collapse Incidents （GA/T1040-2013） 

1.2.6 相衔接的上级预案 Mutually connected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t higher 

levels  

（1）《泉州市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Quanzhou Municip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d Disaster 

（2）《惠安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Huian County for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3）《泉港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Quangang District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4）《泉港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Quangang District for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5）《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f Quanzhou Xingtong Harbor Service Development Co., Ltd.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s  

1.2.7 企业内部文件 FREP intern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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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2017 年） 

FREP Report on Assessment of Current Status of Safety (2017) 

（2）《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7 年） 

FREP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2017) 

（3）《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2015 年） 

      FREP Gener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Work Safety Incidents (2015) 

（4）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管理制度、生产安全操作规程 

     FREP Work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Work Safety Operation Procedure  

1.3 适用范围 Scope of applications 

本预案适用于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及预案的管理工作（编制、

评审、公布、备案、宣传、教育、培训、演练、评估、修订及监督）。 

This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hall be applicable for the emergency disposal of FREP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the plan (preparation, review, publication, 

registration, dissemination, education, training, drill, assessment, modification and supervision). 

委外和承包商的应急处置及预案的管理工作不适用于本预案。 

This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for FREP’s employee which are 

assigned to other companies/authorities or contractors and contractors’ emergency disposal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d management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4 应急预案体系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ystem 

本预案体系包括 1 份《综合应急预案》、15 份《专项应急预案》和 9 个《现场处置方案》。 

This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ystem includes 1 Gener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5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9 Site Disposal Schemes.  

预案体系图如下：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ystem is show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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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急工作原则 Work principle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1）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Territorial management, level-by-level responsibility  

应急预案的管理实行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综合协调、动态管理的原则。 

Following principles shall be adopted for management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territorial management crucial, level-by-level responsibility, classified guidanc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 management.   

（2）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People foremost, safety first  

保障员工以及应急救援人员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nsure the health and life safety of the employees and emergency rescue crew, minimize 

the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 arising from work safety incidents.   

（3）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Unified commanding, level-by-level responsibility  

应急工作应服从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各团队、人员根据预案制定的职责分工迅速形成第

一、第二救援力量，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高效、有序地运作。公司服从

上级部门或当地政府部门统一领导。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unified commanding of the 

emergency headquarters, all business teams and personnel shall quickly form the first and 

second rescu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lit of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defined by the 

emergency plan,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emergency rescue level by level, performing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coordinating and cooperating each other, working efficiently and orderly. 

FREP shall obey centralized leadership of the authorities at higher level or local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4）重视次生、衍生灾害 Attach importance to secondary disaster and derivative disaster  

应急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可能导致次生灾害的严重性，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化。 

For prevention of incident escalation, adequate considerations must be given to the 

severity of secondary disaster arising from the incident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Precaution crucial, combination of peacetime and wartime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

常态下的预防，加强演练等工作。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safety first, precaution crucial, integrated treatment” and persist in 

combin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with prevention of incidents. Properly carry out prevention 

under normal situations and intensify d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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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风险描述 Descriptiosn of Incident Risks 

2.1 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2.1.1  公司基本情况 Basic information of FREP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境内的湄

洲湾南岸。是由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和埃克森美孚中国石油化工公司、沙特阿美中国有限公司

以 50%:25%:25%的股比出资共同设立的中外合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公司于 2007 年 3 月正式

成立，现有员工约 1950 名。 

Situated at Quangang District,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and at the south bank of 

Meizhou Bay in Fujian Province, Fujian Refining &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EP) is a large-scale petrochemical plant jointly invested and established by 

Fujian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ExxonMobil China Petroleum &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and Saudi Aramco Sino Company Limited at the share ratio of 50%:25%:25%. 

FREP was officially founded in March 2007 and now has about 1,950 employees.  

现有在役装置为 10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5 万吨/年燃

料气、 27 万吨/年液化气脱硫装置、液化气脱硫脱硫醇装置、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120 万吨/年煤油加氢精制装置、2 万吨/年正丁烷装置、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230 万吨

/年加氢处理装置、80000Nm3/h 原料气氢提纯装置、 170 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2× 10 万

吨/年硫磺回收+尾气处理装置、 MDEA 溶剂再生装置、碱渣处理装置、 200 吨/时含硫污水汽

提装置、 120 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S-Zorb）、 40 万吨/年乙烯裂解汽油芳烃抽提装

置、 23 万吨/年干气回收装置、 4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80 万

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23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27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12 万吨/年

气体分馏装置、 40 万吨/年气体脱硫装置、 150 万吨/年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3 万吨/年 MTBE 

装置、 78t/h 污水汽提装置、 60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 110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65 万吨/

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 装置、12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 6 万吨/

年丁二烯抽提、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石脑油加氢、 140 万吨/年连续重整、抽提蒸馏、二

甲苯分馏、歧化、吸附分离和异构化）、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和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装置、 IGCC 装置等。 

At present, FREP has following units in operation: 10 million t/a APS/VPS, 2.6 million t/a 

crude light ends unit (CLE), 50 K t/a fuel gas/270 K t/a LPG scrubbing unit (GSU&LSB), LPG 

sweetening unit (LST), 2.8 million t/a diesel hydrotreater unit (DHF), 1.2 million t/a kerosene 

hydrotreater unit (KHF), 20K t/a n-butane unit, 2.5 million t/a hydro-cracking unit (HCU), 2.3 

million t/a hydrotreating unit (HTU), 80,000Nm3/h feed gas hydrogen purification unit (PSA), 1.7 

million t/a deasphalting unit (DAU), 2 x 100 k t/a sulfur recovery + tail gas treatment unit (SRU), 

MDEA solvent regeneration unit (MDEA), 200 t/h sour waste water stripper unit (SWS), 1.2 

million t/a S-Zorb, 400 K t/a AEU (with pygas feed), 230 K t/a dry gas recovery unit, 4 million t/a 

APS/VPS, 300 K t/a catalytic reformer (CR), 800 K t/a diesel hydrotreater unit (DHF), 2.3 million 

t/a FCC unit (FCC), 270 K t/a gas fractionation unit (GFU), 120 K t/a gas fractionation unit 

(GFU), 400 K t/a gas scrubbing unit (GSU), 1.5 million t/a LPG/FCC naphtha treating unit, 30 K 

t/a MTBE unit, 78 t/h sour waste water stripper unit, 600 K t/a delayed coker unit (DCU),  1.1 

million t/a ethylene unit (SC), 650 K t/a pygas hydrogenation unit, 100/45 K t/a 

MTBE/butylene-1 unit, 120 K t/a butadiene extraction unit, 60 K t/a butadiene extraction unit, 

700 K t/a PX Complex (NHT, 1.4 million t/a CCR, SED, xylene fractionation unit, Tatoray, Pa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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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omax), 900 K t/a polyethylene unit, 550 K t/a polypropylene unit and 120 K t/a 

polypropylene unit, 180/400 K t/a EO/EG unit, IGCC and etc.  

公司现有总的原油加工能力为 1400 万吨/年，加工的原油主要是沙特原油，加工的主要品种

有沙特超轻原油、沙特轻质原油、沙特中质原油以及沙特重质原油。其性质见表 2-1。 

FREP  present total crude oil processing capacity is 14 million t/a and the crude oil 

processed is mainly Saudi crude, the main crude grades are AXL, AL, AM and AH. Please refer 

to table 2-1 for the crude properties. 

表 2-1  沙特原油性质 

Table 2-1  Saudi crude oil properties  

品种 Grade AXL AL AM AH 

比重 APISpecific gravity API 38.45 33.3 30.49 27.44 

d 0.8282 0.8544 0.8693 0.8862 

总硫， wt%Total sulfur 1.2 2 2.48 3.1 

硫醇硫 Mercaptan sulfur， PPm     

倾点 Pour point，℃ -24 -31 -15 -50 

总氮 Total nitrogen， ppm 500 1000 1000 1300 

盐含量 Salt content， mg/I 2.1 1.7 3.3 13 

酸值 Acid value， mgKOH/g 0.03 0.05 0.22 0.24 

钒 Vanadium， PPm 1 14 33 54 

镍 Nickel， PPm <1 <1 8 17.5 

粘度 Viscosity， cst 50℃ 3.01  8.19 13.21 

40℃  5.77   

轻烃组成 Light ends components， 

wt% 
    

乙烷 Ethane 0.00 0.00 0.00 0.01 

丙烷 Propane 0.15 0.3 0.19 0.22 

异丁烷 Iso-butane 0.22 0.17 0.17 0.13 

正丁烷 N-butane 1.03 1 0.83 0.7 

合计 Total 1.4 1.47 1.19 1.06 

2.1.2  公司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FREP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urroundings  

（1）主厂区 Main plant area  



 

11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主厂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石化工业区内的南部，其主厂区外

部东侧为兴福路，西侧为西海路，北侧为通港路，南侧为祥云北路；东侧隔兴福路为先锋村，东

南侧为革命老区西龙自然村，西南侧为东山村，西侧为蔡坑头自然村，西北侧为先镜村，北侧为

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施厝村，东北侧为邱厝村；东南侧为恒河化工有限公司。火炬设

施位于现有厂区北部，火炬东侧为邱厝村。 

FREP main plant are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Quangang Petrochemical Industry Park,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On the east ofthe main plant area is Xingfu Road, on the west is 

Xihai Road, on the north is Tonggang Road and on the south is North Xiangyun Road; To the 

east of Xingfu Road is Xianfeng Village, to the southeast is Xilong natural village, a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o the southwest is Dongshan Village, to the west is Caikengtou 

natural village, to the northwest is Xianjing Village, to the north are Fujian Fuyuan Kaimeite Gas 

Co., Ltd.and Shicuo Village and to the northeast is Qiucuo Village; On the southeast is Henghe 

Chemical Co., Ltd.. The flare facility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existing plant area. On the east of 

the flare is Qiucuo Village.  

（2）南山片区厂区 Plant area at Nanshan district 

南山片区厂区（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装置及配套工程）位于主厂区北

侧约 4.0km 处的南山工业园区内。其东北侧为下朱村自然村；西北侧为下朱村；东侧为空地，

空地以东为柯厝北网自然村、南埔电厂；东南侧为南埔路（园区道路）、嘉诚石化（厂区内有渣

油储罐）；南侧为空地；西南侧为施厝路（园区道路）、在建的钟山化工（生产 EO 下游产品）；

西侧为南埔镇天竺地上自然村。 

The plant area at Nanshan district (180/400 K t/a EO/EG unit and associated facilities) is 

located at Nanshan Industry Park, about 4.0 km away from the north of the main plant area. On 

the northeast is Xiazhu natural village; on the northwest is Xiazhu Village, on the east is an 

open space and on the east of the open space are Ke Cuo Bei Wang natural village and Nanpu 

Power Plant; on the southeast are Nanpu Road (which is the internal road of the industry park) 

and Zhangshan Chemical Plant under construction (for production of EO downstream products); 

on the west is Tian Zhu Di Shang natural village of Nanpu Town.  

（3）青兰山原油中转库 Qinglanshan crude oil buffer tank farm  

青兰山原油中转库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青兰山。其东侧、北侧为海域；南侧为中化集团

中转库区；西侧为山体；西北侧为泉州造船厂。 

Qinglanshan crude oil buffer tank farm is situated at Qinglanshan, Huian County,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on the east and north of which is the sea; on the south of which is 

the buffer tank farm of Sinochem Group; on the west of which are mountains; on the northwest 

of which is Quanzhou Shipyard.  

2.1.3  总体布局 General layout  

（1）主厂区 Main plant area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部以 85 号路为界，东侧为炼油区，主要布置 400 万

吨/年炼油装置和芳烃联合装置等，西侧为化工区，主要布置炼油乙烯（炼化一体化）装置、辅助

生产设施和公用工程系统。 

FREP existing plant area is internally divided by 85# Road, on the east of which is the oil 

refining area, including 4 million t/a oil refining units, PX Complex and etc.; on the west of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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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chemical area, including the refining and ethylene (integrated refining and chemical) units, 

the auxiliary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utilities.  

400 万吨/年炼油装置主要布置在炼油区的中部，溶剂回收、硫磺回收、延迟焦化、碱渣处理

设施、废渣焚烧装置等其他生产装置布置在炼油区西北面，7 万吨/a 老丙烯生产装置布置在炼油

区的西南面，沿 85 号路东侧布置，其北侧为原油罐区及渣油罐区；芳烃联合装置、芳烃抽提装

置布置在炼油区中东部；铁路装车场、汽柴油装车站等装卸区在炼油区北侧，靠近通港路，方便

运输。汽柴油罐区、原油罐区、PX 罐区等布置在主要生产装置北侧、西侧布置，方便原料、产

品的输送。厂部办公楼、化验室、机修车间等布置在炼油区的南侧；其他配套辅助设施如循环水

场、水处理场（站）等布置在罐区南侧，尽量靠近生产装置区。 

4 million t/a oil refining unitsis mainly arranged in the middle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The 

solvent recovery unit, SRU, DCU, waste alkali treatment facility, waste residue incineration unit 

and other production units are arrang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70 k t/a old 

propylene production unit is arranged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along the east of 

85# Road, on the north of which are the crude oil tank farm and residual oil tank farm; PX 

Complex and aromatics extraction unit are arranged in the middle and east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The railway loading yard, gasoline and diesel loading station and other handling areas are 

arranged in the north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close to Tonggang Road, which can facilitate 

transportation. Gasoline & diesel tank farm, crude oil tank farm, PX tank farm and etc. are 

arranged on the north and west of main production units, which can facilitate transfer of 

feedstock and products. The plant headquarters office building, laboratory, mechanical repair 

shop and etc. are arranged on the south of the oil refining area; Other associated auxiliary 

facilities, such as cooling water unit, water treatment plant (station) and etc. are arranged on the 

south of the tank farm, close to the production area as far as possible.  

化工区西北面布置化工铁路和包装仓库、聚丙烯装置和聚乙烯装置及露天堆场，便于铁路的

接入和聚丙烯、聚乙烯的成品成型包装及装车；总变电站、丁二烯抽提装置、催化干气提浓装置、

中间原料罐区布置在化工区的东北面；化工区中部从西至东依次布置原料罐区、化工循环水场、

乙烯裂解装置、汽电联产装置、炼油循环水场、溶剂脱沥青装置、加氢处理装置、加氢裂化装置、 

800 万吨/年常减压装置（炼油装置）和加氢精制装置等，其中净化水站布置在化工区的最西面，

便于供水管线进厂，化工循环水场和乙烯裂解装置毗邻布置，便于循环水管线进出装置；丙烯低

温储、丙烯原料罐区布置在原料罐区及化工循环水场的南面；化工区南面部分地势较低，布置中

控室、污水处理场、雨水监控设施以及空分设施，便于雨水或污水自流进入处理设施。 

Chemical railways, package warehouse, PP unit and PE unit as well as open storage yard 

are arrang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hemical area, which can facilitate connection to the 

railway as well as forming packaging and loading of such finished products as polypropylene 

and polyethylene; general substation, butadiene extraction unit, FCC dry gas concentration unit 

and intermediate feedstock tank farm are arrang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chemical area; The 

feedstock tank farm, chemical cooling water unit, SC, IGCC, refining cooling water unit, DAU, 

HTU, HCU, 8 million t/a APS/VPS (refining unit) and hydrotreater unit are successively 

arranged from west to the east in the middle of the chemical area, of which the fresh water 

station is arranged in the right west of the chemical area,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water supply 

line to be connected to the plant; the chemical cooling water unit is arranged adjacent to SC,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cooling water lines to be connected to the plant; The propylene 

cryogenic tanks and propylene feedstock tank farm are arranged on the south of feedstock tank 

farm and chemical cooling water unit; As part terrains in the south of the chemical area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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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CCR,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stormwater monitoring facilities and air separation 

unit are arranged there, which can facilitate the stormwater or waste water to flow into the 

treatment facilities by gravity.  

（2）EO/EG 装置区  EO/EG plant area  

公司新建 18/40 万吨/年 EO/EG 装置及配套设施位于主厂区北侧约 4.0km 处的南山工业

园区内，在用地范围内靠东侧布置，西侧作为预留发展用地，装置区通过东西主干道分为南北两

个区。南区主装置布置在南区的西部，中央控制室、区域变电所、化验室布置在东南部，消防泵

站布置在东北部。北区自西向东依次布置循环水厂、 EO 储存罐区、 EG 储存罐区及汽车装车

栈台，雨水监控池、初期雨水池和事故池布置在 EO 储存罐区的南侧。 

FREP new 180/400 K t/a EO/EG unit and its associated facilities are located at Nanshan 

Industry Park, about 4.0 km away from north of the main plant area. It is arranged in the east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while the west area shall be reserve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unit 

area is divided into south and north areas by the east-to-west trunk road. The main unit is 

arranged in the west of the south area, while CCR, regional substation and laboratory are 

arranged in the southeast and the fire pump station is arrang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south 

area. The cooling water unit, EO storage tank farm, EG storage tank farm and truck loading 

trestle are successively arranged from west to east in the north area, while stormwater 

monitoring pond, initial stormwater pond and emergency pond are arranged on the south of EO 

storage tank farm.    

3）鲤鱼尾库区 Liyuwei Terminal  

公司附属鲤鱼尾库区被库区东西大道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库区北部为老罐区、消防站、污水

处理场、空压站、中心控制室、办公楼及化验室等；库区南部 9 座为 2010 年改扩建的,由西向

东分别为油库变电所、丙烯及丁二烯球罐区、原油罐区、航煤及石脑油罐区、泵棚、液硫罐区（已

停用）及原有火炬。评价周期内在 202 罐组（原油罐区）东侧新建 2 个乙二醇储罐（465 罐组）

及配套的装船泵棚。 

FREP subsidiary Liyuwei Terminal is divided into south and north sections by the 

east-to-west road of the Terminal. In the north section are old tank farm, fire station,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air compression station , CCR, office building and laboratory; 9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in the south section of the Terminal were modified and expanded in 2010, which 

successively are the Terminal substation, propylene and butadiene spherical tank farm, crude 

oil tank farm, aviation kerosene and naphtha tank farm, pump shed, liquid sulfur tank farm 

(already shut down) and existing flare from west to east. Two new EG storage tanks (465# tank 

group) and associated lading pump shed will be built on the east of 202# tank group within the 

assessment period.  

（4）青兰山原油中转库 Qinglanshan crude oil buffer tank farm  

在青兰山原油中转库的南侧布置一个原油罐区，罐区内设置 4 座 15 万 m3

A crude oil tank farm is arranged on the south of Qinglanshan crude oil buffer tank farm and 

4x 150,000 m

浮顶原油储罐。

库区东侧布置消防车库、配电所、消防泵。库区西部：在位于罐区环形消防道路的北侧并路靠近

油库外输海底管道处，布置用于原油转输的油泵棚及泡沫站泵棚、污水处理场。 

3 floating roof crude oil storage tanks are foreseen there. Fire engine house, 

distribution substation and fire pumps are arranged on the east of the buffer tank farm. On the 

west of the buffer tank farm: oil pump shed and foam station pump shed for crude oil transfer as 



 

14 

well as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are arranged on the north side of firefighting ring road of the 

tank farm and close to submarine pipeline of the crude oil buffer tank farm.  

2.2 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Hazards and risk analysis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乙烯生产线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有：原油、石脑油、煤油、

柴油、汽油、渣油、二乙醇胺、苯、甲苯、对二甲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二硫、1-己烯、三

乙基铝、氯化二乙基铝、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硫磺、聚丙烯、硫酸、盐酸、硝酸、氢氧化钠、

氯酸钠、次氯酸钠溶液、液化气、干气（甲烷）、正丁烷、硫化氢、氢、氨、氮[压缩的]、乙烯、

丙烯、丙烷、乙烷、1-丁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对二乙基苯、1,3-丁二烯、二甲基甲酰胺（DMF）、

亚硝酸钠、甲醇、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丁烷、糠醛、三氯异氰尿酸(强氯精)、二氯异氰尿酸

钠、2，2-二羟基二丙胺、MDEA、异戊烷、沥青、环己胺、六氟化硫、环氧乙烷、二氯乙烷等

58 种。 

The hazardous substances involved in oil refining and ethylene production line at FREP 

mainly include: crude oil, naphtha, kerosene, diesel, gasoline, residual oil, diethanol amine 

(DEA), benzene, toluene, p-xylene, MTBE, methyl disulfide, 1-hexene, triethyl aluminum, 

diethylaluminum chloride, carbon disulfide, sulfur dioxide, sulfur, polypropylene, sulfuric acid, 

hydrochloric acid, nitric acid, sodium hydroxide, sodium chlorate,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LPG, dry gas (methane), n-butane, hydrogen sulfide, hydrogen, ammonia (compressed), 

ethylene, propylene, propane, ethane, 1-butylene, carbon monoxide, carbon dioxide, 

p-diethylbenzene, 1,3-butadiene, dimethyl formamide (DMF), sodium nitrite, methanol, ethyl 

acetylene, vinyl acetylene, butane, furfural, trichloroisocyanuric acid(TCCA), sodium 

dichloroisocyanurate, 2, 2- Diisopropanolamine, MDEA, isopentane, asphalt, cyclohexane, 

sulfur hexafluoride, ethylene oxide, dichloroethane and etc., in total 58 hazardous substances.  

危险物质分类见表 2.1-1；主要危险物质的主要危险有害特性数据表见附件 4；生产、储存、

装卸过程中主要危险化学品及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见附件 5。主要危险物质的存放数量、 存放地点

及使用地点见附件 12。 

Please refer to table 2.1-1 for classific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Please see 

attachment 4 for the hazardous & harmful performance data sheet of m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5 for main hazardous chemicals involved in production, 

storage and handling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of hazardous & harmful factors；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12 for the storage quantity, storage locations and usage locations of m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 

表 2.1-1 危险物质分类表 

Table 2.1-1 Classification shee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序

号 

Ser

.No

. 

相关条例、品名表、品

名录、目录名称 

Related regulations, 

list of goods, 

directory of goods, 

name of directories 

物质名称 

Descriptions of substances  

备注 

Remarks  

1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 

Directory of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二乙醇胺、MDEA、液化石油气、丙烯、

丙烷、丁烷、正己烷、干气（甲烷）、硫化氢、氢、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硫磺 

 



 

15 

序

号 

Ser

.No

. 

相关条例、品名表、品

名录、目录名称 

Related regulations, 

list of goods, 

directory of goods, 

name of directories 

物质名称 

Descriptions of substances  

备注 

Remarks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revision) 

Crude oil, gasoline, naphtha, kerosene, diethanol amine, MDEA, LPG, 

propylene, propane, butane, n-hexane, dry gas (methane), hydrogen 

sulfide, hydrogen, carbon monoxide, carbon dioxide, carbon disulfide, 

sulfur dioxide, sulfur  

氮[压缩的]、氧[液化的]、氢氧化钠、硫酸、盐酸、硝酸、甲基叔丁基醚、

1-己烯、氯化二乙基铝、氯酸钠、次氯酸钠溶液、甲醇、氨[液化的]、苯、

甲苯、对二甲苯、乙烯、乙烷、1-丁烯、对二乙基苯、二甲基二硫、三

乙基铝、1,3-丁二烯、二甲基甲酰胺、亚硝酸钠、乙基乙炔、乙烯基乙

炔、糠醛、三氯异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2，2-二羟基二丙胺、异戊

烷、环己胺、六氟化硫、环氧乙烷、二氯乙烷 

Nitrogen [compressed], oxygen (liquefied), sodium hydroxide, sulfuric 

acid, hydrochloric acid, nitric acid, MTBE, 1-hexene, diethylaluminum 

chloride, sodium chlorate,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methanol, 

ammonia [liquefied], benzene, toluene, p-xylene, ethylene, ethane, 

1-butylene, p-diethylbenzene, dimethyl disulfide, triethyl aluminum, 

1,3-butadiene, dimethyl formamide (DMF), sodium nitrite,  ethyl 

acetylene, vinyl acetylene, furfural, trichloroisocyanuric acid (TCCA), 

sodium dichloroisocyanurate, 2, 2- Diisopropanolamine, isopentane, 

cyclohexane, sulfur hexafluoride, ethylene oxide, dichloroethane 

2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12268-2012 

List of Hazardous 

Goods  

GB12268-2012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二乙醇胺、MDEA、液化石油气、

丙烯、丙烷、丁烷、正己烷、干气（甲烷）、硫化氢、氢、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硫磺 

Crude oil, gasoline, naphtha, kerosene, diesel, diethanol amine, 

MDEA, LPG, propylene, propane, butane, n-hexane, dry gas 

(methane), hydrogen sulfide, hydrogen, carbon monoxide, carbon 

dioxide, carbon disulfide, sulfur dioxide, sulfur 

氮[压缩的]、氧[液化的]、氢氧化钠、硫酸、盐酸、硝酸、甲基叔丁基醚、

1-己烯、氯化二乙基铝、氯酸钠、次氯酸钠溶液、甲醇、氨[液化的]、苯、

甲苯、对二甲苯、乙烯、乙烷、1-丁烯、对二乙基苯、二甲基二硫、三

乙基铝、1,3-丁二烯、二甲基甲酰胺、亚硝酸钠、乙基乙炔、乙烯基乙

炔、糠醛、三氯异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2，2-二羟基二丙胺、异戊

烷、环己胺、六氟化硫、沥青、环氧乙烷、二氯乙烷 

Nitrogen [compressed], oxygen (liquefied), sodium hydroxide, sulfuric 

acid, hydrochloric acid, nitric acid, MTBE, 1-hexene, diethylaluminum 

chloride, sodium chlorate, sodium hypochlorite solution, methanol, 

ammonia [liquefied], benzene, toluene, p-xylene, ethylene, ethane, 

1-butylene, p-diethylbenzene, dimethyl disulfide, triethyl aluminum, 

1,3-butadiene, dimethyl formamide (DMF), sodium nitrite,  ethyl 

acetylene, vinyl acetylene, furfural, trichloroisocyanuric acid (TCCA), 

sodium dichloro isocyanurate, 2, 2- Diisopropanolamine, isopentane, 

cyclohexane, sulfur hexafluoride, asphalt, ethylene oxide, 

dichloroethane 

 

3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

学品名录》（2013 年

氨、液化石油气、硫化氢、原油、汽油、石脑油、氢、苯、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甲醇、乙烯、丙烯、二硫化碳、甲基叔丁基醚(MTBE)、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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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Ser

.No

. 

相关条例、品名表、品

名录、目录名称 

Related regulations, 

list of goods, 

directory of goods, 

name of directories 

物质名称 

Descriptions of substances  

备注 

Remarks  

完整版） 

Lis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under 

Priority Management 

(Complete version of 

2013) 

 

乙烷、甲苯、环氧乙烷、氯酸钠 

Ammonia, LPG, hydrogen sulfide, crude oil, gasoline, naphtha, 

hydrogen, benzene, sulfur dioxide, carbon monoxide, methanol, 

ethylene, propylene, carbon disulfide, MTBE, methane, ethane, 

toluene, ethylene oxide, sodium chlorate  

4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 445

号） 

 

Regulations on 

Precursor Chemicals 

Control (No. 445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甲苯、硫酸、盐酸 

Toluene, sulfuric acid, hydrochloric acid  

 

5 

《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中备注“剧

毒”的化学品 

Direct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chemicals 

remarked with 

“hypertoxic” in (2015 

revision) 

二甲基二硫 

Dimethyl disulfide  

 

6 

《高毒物品目录》 

Directory of Highly 

Toxic Substances 

氨、苯、硫化氢、一氧化碳、二硫化碳 

Ammonia, benzene, hydrogen sulfide, carbon monoxide, carbon 

disulfide   

 

7 

《各类监控化学品名

录》原化工部令第 11

号 

List of Various 

Regulatory Chemicals   

No. 11 Decree of 

former Ministry of 

Chemical Industry  

甲基二乙醇胺（MDEA） 

Methyl diethanolamine  

 

 

8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名录》(2017 年版) 

Directory of 

Hazardous Explosive 

硫磺、硝酸 

Sulfur, nitr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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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Ser

.No

. 

相关条例、品名表、品

名录、目录名称 

Related regulations, 

list of goods, 

directory of goods, 

name of directories 

物质名称 

Descriptions of substances  

备注 

Remarks  

Chemicals (version 

2017) 

本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存在：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触

电、灼烫（含化学灼伤）、冻伤、物体打击、车辆伤害等危险有害因素。 

Following hazardous and harmful factors exist in the cours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at FREP: including fire hazards, explosion, toxication and suffocation, fall from height, 

mechanical injury, electric shock, thermal injury (including chemical burns), cold injury, object 

strike, vehicle injury and etc.  

事故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详见各团队现场处置方案“1 事故风险分析”。 

Please refer to the site disposal scheme of various business teams “1. Analysis of Incident 

Risk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incident risk occurrence, severity and scope of influence.  

2.3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对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09）116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

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 号]文件中重点监管的 18 种

危险工艺目录，本公司存在以下危险工艺，具体如表 2.1-2。 

By reference to the directory of 18 hazardous processe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in 

such documents as the Circula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on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Direct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e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An Jian 

Zong Guan San (2009) No. 116 Document] and the Circula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on Publication of the Second Batch of Direct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e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and Adjustment of Part Typical Processes in the First Batch of Direct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e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An Jian Zong Guan San (2013) 

No. 3 Document], following hazardous processes exist at FREP. Please refer to table 2.1-2 for 

details.  

表 2.1-2  危险工艺统计表 

Table 2.1-2 Statistical table of hazardous processes  

序号 

Ser.N

o. 

所在装置 

Unit 

危险工艺 

Hazardous processes  

隶属团队 

Business team 

1 
23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 

2.3 million t/a heavy oil FCC unit 

裂解（裂化）工艺 

Pyrolysis (cracking) 

process  

炼油二业务团队 

Fuels-2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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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Ser.N

o. 

所在装置 

Unit 

危险工艺 

Hazardous processes  

隶属团队 

Business team 

2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 

2.8 million t/a DHF 

加氢工艺 

Hydrogenation process  

炼油一业务团队 

Fuels-1 BT 

3 
120 万吨/年煤油加氢装置 

1.2 million t/a KHF 

炼油一业务团队 

Fuels-1 BT 

4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2.3 million t/a HTU 

炼油一业务团队 

Fuels-1 BT 

5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

装置 

800 Kt/a CDHF 

炼油二业务团队 

Fuels-2 BT 

6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300 K t/a CR 

炼油二业务团队 

Fuels-2 BT 

7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2.5 million t/a HCU 

加氢工艺、裂解（裂化）工

艺 

Hydrogenation process, 

pyrolysis (cracking) 

process  

炼油一业务团队 

Fuels-1 BT 

8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990 K t/a SC 

裂解（裂化）工艺、加氢工

艺 

Pyrolysis (cracking) 

process, hydrogenation 

process  

烯烃业务团队 

Olefin BT 

9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 

700 K t/a PX Complex  

加氢工艺 

Hydrogenation process  

芳烃业务团队 

Aromatics BT 

10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900 K t/a PE unit  

聚合工艺 

Polymerization process  

聚烯烃业务团队 

PO BT 

11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550 K t/a PP unit  

聚合工艺 

Polymerization process 

聚烯烃业务团队 

PO BT 

12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120 K t/a PP unit  

聚合工艺 

Polymerization process 

聚烯烃业务团队 

PO BT 

13 
18/40 万吨/年 EO/EG 装置 

180/400 K t/a EO/EG unit  

氧化工艺 

Oxidation process  

EO/EG 团队 

EO/EG BT 

2.3.1  裂解(裂化)工艺  Pyrolysis (cracking) process   

危险特性：Hazardou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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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高温（高压）下进行反应，装置内的物料温度一般超过其自燃点，若漏出会立即引

起火灾； 

Temperature of the material reacti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in the unit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e spontaneous ignition point. If such material leaks, it will result in fire 

hazards;  

（2）炉管内壁结焦会使流体阻力增加，影响传热，当焦层达到一定厚度时，因炉管壁温度

过高，而不能继续运行下去，必须进行清焦，否则会烧穿炉管，裂解气外泄，引起裂解炉爆炸； 

    Coking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furnace tube will result in increase of the fluid 

resistance and thusly affect heat transfer. If the coke layer reaches a certain thickness, the 

cracking heater can’t be operated any more due to higher temperature on the furnace tube wall. 

In such case, decoking must be performed. Otherwise, it will burn through the furnace tube and 

cause charge gas leakage, thusly leading to explosion of cracking heater;  

（3）如果由于断电或引风机机械故障而使引风机突然停转，则炉膛内很快变成正压，会从

窥视孔或烧嘴等处向外喷火，严重时会引起炉膛爆炸； 

  If the induced draft fan suddenly stops running due to power failure or mechanical failure 

of the induced draft fan, positive pressure will soon take place in the hearth. Consequently, fire 

will be given out through the sight hole or burner, which will lead to explosion of the hearth in 

case of severity;  

（4）如果燃料系统大幅度波动，燃料气压力过低，则可能造成裂解炉烧嘴回火，使烧嘴烧

坏，甚至会引起爆炸； 

 If the fuel system fluctuates greatly, the fuel gas pressure is too low, it will result in backfire 

of the burner of the cracking heater, leading to burn-out of the burner and even explosion;  

（5）有些裂解工艺产生的单体会自聚或爆炸，需要向生产的单体中加阻聚剂或稀释剂等。 

The monomer produced from some pyrolysis processes may lead to auto-polymerization or 

explosion, so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add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 or diluter to the generated 

monomer.  

2.3.2 加氢工艺 Hydrogenation process  

危险特性：Hazardous characteristics  

（1）反应物料具有燃爆危险性，氢气的爆炸极限为 4％—75％，具有高燃爆危险特性； 

      The reaction stream has the hazard of explosion and the explosion limit of hydrogen 

is 4%-75%, so it has hazardou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xplosion.  

（2）加氢为强烈的放热反应，氢气在高温高压下与钢材接触，钢材内的碳分子易与氢气发

生反应生成碳氢化合物，使钢制设备强度降低，发生氢脆； 

    Hydrogenation is very strong exothermic reaction. Hydrogen is exposed to steel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the carbon molecule contained in the steel is prone to 

reacting with hydrogen and producing hydrocarbons, which decreases the strength of steel 

equipment, thusly causing hydrogen embrittlement;  

（3）催化剂再生和活化过程中易引发爆炸； 

      Explosion easily takes place in the course of catalyst regeneration and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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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氢反应尾气中有未完全反应的氢气和其他杂质在排放时易引发着火或爆炸。 

     Hydrogen and other impuriti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reacted in the tail gas of 

hydrogenation are prone to causing fire or explosion in the course of discharge.  

2.3.3 氧化工艺 Oxidization process  

危险特性: Hazardous characteristics  

（1） 反应原料及产品具有燃爆危险性； 

The raw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f reaction have hazards of explosion;   

（2） 反应气相组成容易达到爆炸极限，具有闪爆危险； 

As the reaction gaseous phase components are prone to reaching explosion limit, 

they have explosion hazards;  

（3） 部分氧化剂具有燃爆危险性，如氯酸钾，高锰酸钾、铬酸酐等都属于氧化剂，如遇高

温或受撞击、摩擦以及与有机物、酸类接触，皆能引起火灾爆炸； 

Part oxidants have hazards of explosion, for example, potassium chlorate,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hromic anhydride and etc. are all oxidants, which can 

cause fire and explosion in case of exposure to high temperature or bumping, 

friction or contact with organics or acids;  

（4） 产物中易生成过氧化物，化学稳定性差，受高温、摩擦或撞击作用易分解、燃烧或爆

炸。 

Peroxides are prone to being generated in the products. Due to poor chemical 

stability, peroxides may easily be decomposed, burnt or blasted in case of 

exposure to high temperature , friction or bumping.  

2.3.4 聚合工艺 Polymerization process  

危险特性：Hazardous characteristics  

（1） 聚合原料具有自聚和燃爆危险性； 

The raw materials of polymerization have hazards of auto-polymerization or 

explosion; 

（2） 如果反应过程中热量不能及时移出，随物料温度上升，发生裂解和暴聚，所产生的热

量使裂解和暴聚过程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反应器爆炸； 

If the heat can’t be removed in a timely manner in the course of reaction, with 

material temperature rising, it will lead to cracking and implosion. The generated 

heat will further intensify cracking and implosion, thusly leading to blasting of the 

reactor;   

（3） 部分聚合助剂危险性较大。 

Part reagent and additives for polymerization have higher hazards.  

2.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文书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2]44 号）要求，为保证重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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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源辨识的统一性，危险化学品单位厂区内存在多个（套）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

并且相互之间的边缘距离小于 500m 时，都应按一个单元来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对本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进行

辨识。 

As required by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GB18218-2009) 

and the Circula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Registration Document for Major Hazardou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 Jian 

Zong Ting Guan San [2012] No. 44 Document), to ensure consistency of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major hazards shall b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one unit, if there are multiple (sets of) 

production units, facilities or sit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the plant area of hazardous 

chemicals producer and that their edge distance each other is less than 500m.  

结合本公司的工艺流程、生产区总平面布置情况、业务团队管理情况及划分单元原则，按照

生产装置类别和小于 500m 的界区划分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按照储存介质及罐组划分相对独立

的储罐单元，将本次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划分为 12 个单元：厂区 9 个单元，南山片区、

鲤鱼尾库区和青兰山库区各 1 个单元。 

按照单元划分原则，以及企业实际情况，以业务团队各生产装置生产产品为划分辨识单元（其

中芳烃团队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因为装置无法按生产产品进行划分，则以联合装置划为 1

个辨识单元，另外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也以联合装置划为 1个辨识单元），储罐区则以防

火堤为界线进行划分，确定炼油一业务团队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

装置、7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中间罐区、南山片区 18/40万吨/年环

氧乙烷/乙二醇（EO/EG）装置、南山片区 EO罐区、青兰山库区原料油罐区等 88个辨识单元。 

In combination with FREP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general plan layout of the production 

area, business teams’ management status and the principle for split of unit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roduction units shall be class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tegory of production 

units and battery limits less than 500m, relatively independent units of storage tanks shall be 

class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orage medium and tank group. In such case, 12 units are 

classifi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cluding 9 units at the 

plant area, Nanshan district, one unit respectively at Liyuwei Terminal and Qinglanshan 

Terminal.  

经辨识，本公司二单元、三单元、八单元、九单元、十单元和十二单元构成一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一单元、五单元、六单元、七单元和十一单元构成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四

单元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经辨识，本公司炼油一业务团队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中间罐区等 74个评价单元构成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令第 40 号，经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修订）的要求，对 74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评价单元进

行分级，其中达到一级的评价单元有 26 个，达到二级的评价单元有 6 个，达到三级的评价单元

有 21 个，四级的评价单元有 21 个。 

As a result of identification, unit 2#, unit 3#, unit 8#, unit 9#, unit 10# and unit 12# at FREP 

constitute major hazards of class I hazardous chemicals; Unit 1#, unit 5#, unit 6#, unit 7# and 

unit 11# constitute major hazards of class II hazardous chemicals; Unit 4# constitut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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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s of class III hazardous chemicals.  

本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详见附件 6。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6 for details of unit classification for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3 组织机构与职责 Organization Chart and Duties & Responsibilities 

3.1 应急组织体系 Organization system of emergency response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

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援专业小组组成，详见图 3.1。 

FREP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al system shall be composed of company level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office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department/BT emergency organization, expert group and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uce group. See figure 3.1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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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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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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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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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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指挥机构及职责 Commanding organization and its duties &responsibilities 

3.2.1 应急指挥中心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应急指挥中心的组成：Component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总指挥：安文佑（总裁） 

Commander-in-chief: Joost Emmen (President) 

副总指挥：尤思福（副总裁）、林栩（副总裁）、赵天星（副总裁）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Nouraddin A. Yousuf (vice president), Lin Xu (vice president), 

Zhao Tianxing (vice president)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munity and media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External liaison group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ift superintendent 
office) 

Expert group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Production BTs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group 

Production disposal group 
Medical aid group 

Security management group 
Communication support group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Emergency repair group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y 

group 
Logistics service group 
External liaison group 

 

Legend 

 
Orientation of 
management process 
Orient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 
Orientation of 
technical support 

 

Figure 3.1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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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林斌（炼油总经理，生产部）、季厚平（化工总经理，生产部）； 

Members: Lin Bin (GM of Refining, process department), Ji Houping (GM of Chemicals, 

process department); 

康庆山（储运及调度总经理，生产部）；张华平（机械设备部总经理）； 

Kang Qingshan (GM of Offsites and shift coordination, process department); Zhang 

Huaping (GM of Mechanical Department); 

唐礼焰（技术与规划部总经理）；麦志华（HSE 部总经理）； 

Tang Liyan (GM of Technical & Planning Department); Mak Chee Wah (GM of HSE Dept.); 

袁华东（人力资源与行政部总经理）；郑祖芳（供应流通部总经理）； 

Yuan Huadong (GM of HR & Adm. Dept.); Zheng Zufang (GM of Supply & Distribution 

Dept.); 

李刚（党群工作部主任）。 

Li Gang (Director of Party & Union Department) 

应急指挥中心职责：Duties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1） 定期召开应急管理例会，研究部署公司应急管理工作； 

Convene routine meeting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n a regular basis to study 

and deploy FREP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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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 the emergency state initiation order, decide initi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level 

1 and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s;  

（3） 指派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确定现场指挥部组成人员，并下达派出指令； 

Designate commander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finalize members of 

the field emergencyheadquarters and issue the dispatching order;  

（4） 发生一级、二级生产安全事故时，最迟 1 小时内向地方政府应急办及中国石化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Report to the emergency offic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office of Sinopec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within not later than 1 hour in case of level 1 or level 2 

work safety incidents;  

（5） 应急处置过程中，负责向中国石化应急指挥中心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求援，配合相应

应急工作；  

Be responsible to ask for help from Sinopec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applicable author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ooperate with them in 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6） 对应急救援与处置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Make decisions on significant issues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7） 协调落实应急资源和社会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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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 to implement emergency resources and social rescue forces;  

（8） 指定对外新闻发言人，审定新闻发布材料； 

Designate news spokesman, review and approve the press release information;  

（9） 组织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 

Organize drill of FREP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incidents;  

3.2.2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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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daily execution body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is composed of HSE Department and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process 

department. It is located at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fice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hift 

coordination act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round-the-clock 

emergency on-duty is adopted for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the on-duty 

telephone number is （870）23042 and（87）789148. 

3.2.2.1 HSE 部是公司日常应急管理部门，并设置公司专职应急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HSE 部主要职责： 

As FREP daily emergency management authority, HSE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emergency management, for which full-time emergency management staff is foreseen. 

Majo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HSE Department include follows:  

（1） 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团队开展应急准备工作,监督检查各部门/团队应急准备和应急演

练执行情况； 

Direct and coordinate all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to carry out preparation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supervise and inspect all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for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preparation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mergency dr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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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response to organize development, amendment, review, submiss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training of FREP general and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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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responsible to organize development of FREP annual drill plan, follow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ill as well as summarize and make comments on the drill;   

（4） 负责组织评估配备应急物资，建立公司应急物资台账，每半年组织一次核查； 

Be responsible to organize assessment of the allocated emergency materials, 

establish FREP emergency material log and organize verification of such every 

six month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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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of the firefighting & gas preven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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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management group, medical aid group,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and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6） 负责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 

Be responsible for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governmental emergency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7） 负责事故管理及事故信息统计上报工作； 

Be responsible for incident management and report of statistics of incident 

information to higher level;  

（8） 负责公司日常应急管理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 

Be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on and archiving of FREP routine emergency 

management data;   

（9） 负责岗位、场所应急处置卡的编制、审定、发放和日常管理。 

B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ment, approval, distribution and routine management 

of the post and site emergency disposal cards;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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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process department works as the duty room of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which adopts around-the-clock emergency on-duty. The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hift superintendent include:  

（1） 做好事故预报和预警工作； 

Properly carry out predic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incide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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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receiving incident report, preliminarily judg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and send emergency response message to inform personnel concerned;  

（3） 指挥事故初期处理、生产应对和应急救援； 

Direct initial treatment of incident, produc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emergency 

rescue;  

（4） 掌握事故处置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 

Understand the incident disposal status and report the status to the leader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in a timely manner;  

（5） 负责传达和贯彻应急指挥中心指令； 

Be responsible to communicate and implement directive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6） 负责公司应急指挥室的日常管理。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of FREP emergency commanding office.  

3.2.3 现场应急指挥部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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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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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be established when level II/I emergency response 

is initiated.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shall be designated by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members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be composed of leaders of 

various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field commanding of level I/II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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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established,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immediately announce the 

location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with emergency walkie-talkie (repeating twice), so 

as to guide other emergency personnel to quickly arrive at the headquarters.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have following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 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执行应急指挥中心指令； 

Be responsible for field emergency commanding and implementing ord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2） 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组织实

施； 

Collect field information, verify field situations, work out and adjust the field 

emergency disposal sche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ident progress and organiz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me;  

（3） 调配应急资源，指挥各专业小组及发生事故的单位开展现场应急救援与处置； 

Deploy emergency resources and direct all discipline groups and incident owner to 

carry out site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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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ge the need of external support and timely report the progress of site rescue 

and emergency disposal to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5） 收集、整理应急处置过程相关信息、资料；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 emergency disposal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data;  

（6） 核实应急终止条件，请求应急终止； 

Verify the emergency termination conditions and request for termination of 

emergency;  

（7） 对现场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 

Summarize the site emergency rescue activities.   

3.2.4 专家组 Expert group  

根据应急工作的实际需要，应急专家组成员由各部门提出，经 HR 审核发布，建立公司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库。在应急状态下，从专家库中挑选应急专家组成专家组，必要时可协调

外部专家加入专家组。专家组为应急指挥中心和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参与制定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expert group shall be proposed by various depart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demand of emergency activities and released by HR after revie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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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FREP expert pool for emergency disposal of FREP work safety incidents. Emergency 

experts shall be selected from the expert pool to form the expert group under emergency 

situations. Coordination can be made for external experts to join the expert group in case of 

necessity. The expert group shall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and participate in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emergency disposal scheme.   

3.2.5 应急救援专业小组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根据公司突发事件性质和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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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ble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shall b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charg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preparations of the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In case of incident, the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shall be subject to centralized 

commanding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and carry out field emergency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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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提高应急救援技能。 

The leader of each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etermine 

the members of his/her own group, define their work split and responsibilities, organize group 

members to learn and drill the emergency rescue on a regular basis, so a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skills of emergency rescue.   

3.2.5.1 消防气防小组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group  

由公司专业消防气防救援队伍（消防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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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shall be composed of FREP professional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team (firefighting 

detachment). As the main forces of field incident control and rescue, the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group shall b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with general 

manager of firefighting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The group member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initial rescue before the firefighting detachment arrives at the site. Should FREP rescue forces 

fail to control in a timely manner or eliminate the incident impact, please ask local public 

security fire brigade and firefighting team of surrounding enterprises for support.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group shall be as follows:  

（1） 现场中毒、受伤、受困人员的搜寻、转移和救治； 

Search, transfer and treat persons who suffer from toxication, injury or trouble at the 

site;  

（2） 现场火灾爆炸的扑救和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洗消； 

Put out fire and explosion at the site and dispose leak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econtaminate the site;  

（3） 防台抗汛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 

Emergency rescue in case of such natural disaster as typhoon and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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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4） 为抢修堵漏和事故后期处置提供掩护； 

Cover emergency repair, leakage stoppage and post disposal of incid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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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公司内、外部消防应急救援队伍； 

Collect site fire information, reconnoitre site situations, timely report the possible 

great risks and incident disposal status to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judge the 

need of external firefighting support; coordinate FREP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re 

emergency rescue team;  

3.2.5.2 生产处置小组 Production dispos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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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责： 

It shall be composed of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process department and BT’s personnel, 

technological module of T & P department/planning module, with GM of Offsite and shift 

coordination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确认与事故有关的工艺状态，及时切断危险物料； 

Confirm incident related technological state, timely shut off hazardous materials;  

（2） 评估事故可能对全厂生产造成的影响，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实施工艺应急方案； 

Assess possible impact to plant-wide production caused by incident, timely adjust 

the production plan, implement technological emergency scheme;  

（3） 事故期间公用工程系统的应急调整； 

Emergency adjustment of utility system during the incident;  

（4） 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生产应急处置情况； 

Timely report the production emergency disposal status to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5） 恢复生产前的工艺条件确认； 

Confirm the process conditions before production recovery;  

（6） 针对生产安全事故提出生产装置的技术处置建议和方案。 

Put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and scheme of technical disposal for production 

units specific to work safety incident.  

3.2.5.3 医疗救护小组 Medical aid group  

由 HSE 部、消防支队气防人员、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院组成，组长由 HSE 部副总经理

担任，主要职责： 

Member of the medical aid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personnel from HSE Department, 

gas prevention crew of firefighting detachment, Minnan Branch Hospital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with deputy GM of HSE department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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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时转移受伤害人员至安全地点； 

Transfer the injured to a safe place in a timely mann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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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 out necessary on-the-spot rescue as appropriate before the medical aid crew 

arrives at the site;  

（3） 联系医疗救护车辆、协调医务人员实施医疗救治； 

Contact ambulance and coordinate medical staff to carry out medical rescue;  

（4） 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受伤害人员的救治情况。 

Report the medical treatment status of the injured to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a timely manner.  

3.2.5.4 安保管理小组 Security management group  

由 HSE 部保安人员组成，组长由 HSE 部保安副经理担任，主要职责：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security guys of HSE department, 

with deputy security manager of HSE department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组织疏散事故区域内人员，实施警戒和交通管制； 

Organize to evacuate personnel in the incident area, carry out warning and traffic 

contr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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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消防车、消防员、医

疗救治人员等； 

Maintain clear of the emergency rescue passageways and guide emergency 

rescue crew and vehicles to enter the incident scene, for example, fire engines, fire 

crew, medical staff, etc; 

（3） 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人员疏散和交通管制情况； 

Report the personnel evacuation and traffic control status to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a timely manner;  

（4） 负责治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Be responsible for security and emergency disposal of unexpected mass events;  

3.2.5.5 应急物资小组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y group  

由供应流通部、瑞晟公司相关人员组成。组长由供应流通部总经理担任。主要负责： 

The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y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relevant personnel from 

Supply & Distribution Department and Ruisheng Company, with general manager of S & D 

department as the group leader. The group’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根据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及时为现场配送应急物资； 

Supply and deliver emergency materials to the emergency scene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of the emergency headquarters;  

（2） 做好发放抢修器材的准备，一旦需要时紧急发放抢修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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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ready for distribution of emergency repair equipment and immediately distribute 

them in case of demand;  

（3） 落实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Implement other assignments given by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3.2.5.6 环境监控小组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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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责：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professionals of HSE 

department, laboratory center, utilities BT and cleaning contractor, with environmental manager 

of HSE department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检测事故区域及周边区域的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浓度； 

T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toxic, hazardous and flammable gas at the incident area 

and surrounding area;  

（2） 检测事故区域及下游排水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 

Test the concentration of featured pollutants at the incident area and downstream 

drainage;  

（3） 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al impa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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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various testing data to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a timely manner, 

thusly providing basis of decision-making to the field command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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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out the emergency stoppage, recovery and disposal scheme for fire water 

and leaked hazardous chemicals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cue and organiz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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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ange the cleaning contractor to clean the contaminated area after the incident, 

properly dispose the cleaned wastes.  

3.2.5.7 应急抢修小组 Emergency repai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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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mergency repair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the rotating equipment team, static 

equipment team, bench work team, electrical team, instrument team and repair team of 

mechanical department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team of related areas, with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mechanical department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制定并实施设备抢修、堵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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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out and implement the equipment emergency repair and leakage stoppage 

scheme;  

（2） 对受损的建构物实施应急处置方案； 

Carry out emergency disposal scheme for the damaged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3） 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汇报应急处置情况； 

Report the emergency disposal status to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a 

timely manner;  

（4） 处置结束后负责本专业人员的清点； 

Be responsible to check the headcount of its discipline after completion of disposal;  

（5） 落实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Implement other assignments given by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3.2.5.8 通讯保障小组 Communication suppor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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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munication support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IS business team of T & P 

Department, with IS BTM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保障现场指挥无线对讲机通讯完好； 

Ensure that the wireless walkie-talkie of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s in good 

communication conditions;  

（2） 保障应急指挥中心与事故现场通讯完好； 

Ensur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incident scene is in good conditions;  

（3） 保障现场监控视频完好。 

Ensure that the field monitoring video is in good conditions.  

3.2.5.9 对外联络小组 External liais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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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ternal liaison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relevant persons from HR &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Party & Union Department, Legal Affairs Office and HSE 

Department, with GM of HR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s mai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1） 根据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向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告，向政府应急部门请求应

急支援； 

Report to the general duty room of Quangang district government and request 

the government emergency authorities for emergency support in accordance 

with ord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2） 根据事态发展，按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通知社区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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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 the community to evacuate as per incident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 接待来访媒体人员、社区人员和员工家属； 

Receive the media crews, community staff and employees’ family membe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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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are information release data and announce the same to the public after it is 

approved by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legal counsel;  

（5） 处理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善后事宜； 

Handle th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casualties 

（6） 掌握社会公众对公司突发事件的关注情况，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 

Have knowledge of the public concerns about FREP emergency and report the 

same to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2.5.10 后勤服务小组 Logistics servi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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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gistics service group shall be composed of applicable persons from HR 

administration service as well as Ruisheng Company and Fuyuan Company, with HR 

administration service manager acting as the group leader. It is mainly responsible to provide 

emergency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and catering service.  

3.2.6 各职能部门 /团队应急组织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s of various 

function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各部门/团队负责建立内部应急组织，部门总经理/团队经理是本单位应急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各部门/团队的主要职责： 

Various departments/BTs shall establish internal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department GM/BTM shall be the first responsible person of their organizatio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Various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shall have following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 建立本部门/团队应急组织机构，明确职责，落实人员。 

Establish the emergency organizations of their own department/business team, 

defin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designate applicable persons;  

（2） 负责编制相关专项预案和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BT’s on-the-spot 

disposal scheme;  

①生产部负责编制修订《防台抗汛专项应急预案》、《供电系统故障专项应急预案》、《系

统管带泄漏专项应急预案》、《海底管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4 个专项应急预案； 

Process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and modify following four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including Special Emergency Plan for Prevention of 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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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lood,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Power Supply System Failure,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System Pipe Way Leakage,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Submarine Pipeline Incident.  

②机械设备部负责编制修订《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 

Mechanical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Destructive Earthquakes;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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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 Planning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r Information System Incident;   

④各业务团队负责编制、修订本团队应急预案； 

All business teams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and modify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of their own business teams;  

⑤各生产现场和办公场所应制定应急疏散预案。 

All production sites and office places shall develop emergency evacuation plan;  

（3） 负责制定本部门/团队应急培训和演练（包括应急疏散）年度计划，并组织员工开展

培训和演练工作。 

Be responsible to develop the annual plan of emergency response training and drill 

(including emergency evacuation) of their own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and 

organize employees to carry out training and drill activities;  

（4） 负责建立本部门/团队应急物资台账，并落实专人负责，做好应急物质日常管理工作。 

Be responsible to establish emergency material logs of their own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and designate full-time person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m, properly conduct routine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materials;  

（5） 负责相关专业应急救援小组日常管理工作：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①生产部负责管理生产处置组。 

Process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disposal group;  

②机械设备部负责管理应急抢修组。 

Mechanical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repair group;  

③技术部负责管理通讯保障组。 

Technical & Planning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communication 

support group;  

④供应流通部负责管理应急物资组。 

S & D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y group; 

⑤HR 部负责管理后勤服务组和对外联络小组。 

HR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logistics service group and external 



 

36 

liais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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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警及信息报告 Early Warning and Information Report 

4.1 危险源监控 Monitoring of hazards 

4.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Technical monitor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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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nsure operation safety of the plant, FREP has adopted the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 for various production units, which is technically advanced, safe and reliable and can 

meet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DCS collects, 

displays and records variables of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pump 

equipment at appropriate time, conducts alarm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Operators can 

control, operate and monitor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through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Additionally, DCS also accomplishes necessary process calculations, single loop control, 

complicated control, process interlocking and other functions within the units and performs data 

communication with SIS, ITCC, MMS, FGS and etc. via redundant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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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unit has been equipped with one set of safety instrument system (SIS) for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tripping, emergency shutdown and interlocking protection of critical 

equipment. SIS is equipped with engineer station, implements communication with DCS and 

accomplishes relevant alarms and operations via the switches and buttons on the auxiliary 

control console and DCS operation station. SIS adopts triply-redundancy and fault tolerant 

system to ensure safety of personnel, unit, critical machine set and crit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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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unit has been equipped with fire and flammable toxic gas detection system (FGS), 

which has two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ith one connected to the plant-wide FGS for 

monitoring of the main system and fire control center, the other one connected to DCS of units 

concerned, for which special HMI operation station is foreseen at CCR for display, alarm and 

operation of FGS. FGS is independent of DCS and other sub-systems. It receives the detection 

signals from field fire and flammable gas probe and manual alarm signals, initiates the alarm 

system and sends the fire signals to firefighting center. FGS can perform real tim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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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with DCS. Flammable and toxic gas detection probe and alarm device are 

arr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Design Codes for Detection and Alarm of Petrochemical 

Flammable and Toxic Gas at places in the plant area where flammable and toxic gases easily 

get leaked and built up, such as the valve manifold, sampling port, pumps and etc.  Signals are 

introduced into DCS for alarm.  

公司所有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均具备紧急停车功能（ESD）；涉及危险化学品“两重点一重

大”的装置设有自动化控制和紧急停车系统。 

FREP all class I and II major hazards have the function of emergency shutdown (ESD);  

Production unit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volving “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 

control of major hazards” are equipped with automatic control and emergency shutdow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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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eet the demand of production operations and fire monitoring, industrial television 

monitoring probes are arranged at key areas and critical positions, with the monitoring signals 

introduced into CCR vide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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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ite system is foreseen with DCS for real time monitoring of the liquid level,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dynamics of the storage tanks and display of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pumps and 

valves as well as monitoring of flammable and toxic gas alarms. The storage tanks are foreseen 

with temperature and level measurement as well as high, low level alarm and high high level 

interlocking.  

化验室定时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物质进行取样分析，并对分析数据跟踪记录，一旦发现数据

异常，分析员上报主管，主管上报值班经理，值班经理上报总调。 

The laboratory will sample and analyze the substance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gularly, track and record the analysis data. Once the abnormal data is found, the analyst will 

report to the supervisor, the supervisor will report to the duty manager, and the duty manager 

will report to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 

台风、暴雨、地震的预报主要是依据气象部门、地震局和地方政府应急指挥部发布的台风、

暴雨、地震等警报。当得到台风、暴雨、地震预警信息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应

及时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持续跟踪台风、暴雨的预报

信息并及时滚动更新预警信息，传递到相关人员。 

The forecast of typhoon, rainstorm and earthquak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warning of 

typhoon, rainstorm and earthquake issued by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the seismological 

bureau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emergency command. When the early-warning information of 

typhoon, rainstorm and earthquake is obtained,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ift 

tsuperintendent office) shall timely report to the leader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of the 

company. The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ift superintendent office) keeps track of 

the forecast information of typhoon and rainstorm and rolls and updates the warn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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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timely manner, and transmit to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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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has also set up the access control security system and installed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at critical positions of the gate, oil tank farm, terminal and enclosure in the plant area, so 

as to find any illegal entry of non-essential personnel and production security cases. In addition, 

FREP has installed 3 sets of ultraviolet monitoring alarm devices at 100 KT crude oil berth at 

Liyuwei Terminal, 7# berth at Chemical jetty and 300 KT berth at Qinglanshan Terminal for 

monitoring of oil slick on the sea. Alarm can be sounded in a timely manner, once oil spills take 

place at the jetty.  

4.1.2 管理性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s  

公司制定了岗位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明确了各岗位的职责，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

标准，从管理上加强对危险源的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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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及时处理生产操作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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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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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has developed the post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and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defined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very post, worked out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usly intensifying supervision management of hazards. Panel operators shall 

ensure stable production operations by timely adjustment via DCS; Field operators shall 

discover and timely solve the production operation problems through regular walk-around 

inspections.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personnel, such as bench work, electrical, instrument 

and repair crew shall conduct walk-around inspections and maintenance on a regular basis and 

solve the discovered problems in a timely manner. Four fire brigades subordinated to FREP fire 

detachment are on duty of firefighting preparedness around the clock, which can arrive at the 

incident scene within five minutes after receiving alarms. Being on duty around the clock,upon 

receiving alarm,  FREP shift superintendent can direct BTs to carry out 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first place.   

公司对各装置、系统的运行严格按照工艺操作参数执行，对相关设施定期检测、维护和检修，

对日常运行中发现的影响安全生产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对新建、改建、扩建装置（设施）严格

执行安全、环保、职业健康“三同时”制度，对在役装置执行定期安全评价制度。 

FREP shall strictly follow the technological operation parameters in operating various units 

and systems, carry out testing, maintenance and overhaul of relevant facilitie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imely solve problems that are found to have impact to work safety. “Three 

Simultaneities” system of saf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is adopted 

for new, modified and expanded units (facilities). Periodic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is adopted 

for units in operation.  

各生产团队经理为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负责组织对重大危险源的

日常生产运行管理和监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一旦发生突发性事故/事件，生产团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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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并按信息报告与处置程序进行报告。 

As the responsible person of major hazards (critical unit and critical positions), every 

production business team manager is responsible to organize routine prod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major hazards an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a timely 

manner to eliminate potential hazard of incident. Once unexpected accident/incident takes 

place, the process BTs shall initiat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disposal schem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report i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port and disposal procedure.  

4.2 预警行动 Early warning actions 

（1）预警 

Early warning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根据事故信息或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

或者结合政府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出预警决定，通知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人员进入预警状态。

预警级别如下： 

Office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make early warning 

decisions and inform relevant departments or business teams to enter early warning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ident information or hazard degree, urgency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incident o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issu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he early warning level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特大事件：红色预警（Ⅰ级）； 

Extra serious incident: red alert （levelⅠ）; 

重大事件：橙色预警（Ⅱ级）； 

Major incident: orange alert （levelⅡ）; 

较大事件：黄色预警（Ⅲ级）； 

Serious incident: yellow alert （level Ⅲ）; 

一般事件：蓝色预警（Ⅳ级）。 

General incident: blue alert （level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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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hall be released by group message sender, intranet or 

telephone. Apart from sending message of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must also be notified through telephone, who will 

then notify other persons concerned, if it occurs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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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hall include: the time and venue of incident/accident, 

production loss or plant damage situations, personnel injury,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so that persons concerned can make emergency pr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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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人员死亡事故、影响较大的火灾爆炸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定启动二级以上应急

响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发布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的指令。 

In case of fatalities or fire, explosion incident with serious impact, or the incident that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has decided to initiate above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 

offic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may directly issue orders to 

initiate emergency response of corresponding level.  

（2）预警升级和解除 

     Early warning upgrading and relieving; 

1、 预警升级 

Early warning upgrading 

Ⅱ级、Ⅲ级、Ⅳ级事件预警时，事态未得到有效控制，造成生产运行中断，可能进一步扩大

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预警对应升级；Ⅰ级事件预警时，事态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超出

公司范围，造成更大危害的，升级为社会级预警。 

In case of early warning of II, III, IV level incidents, the situa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causing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disruption, may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impacts , 

causing significant harm, early warning should be upgraded correspondingly; in case of I level 

incident early warning, the situa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 control, may exceed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 causing greater harm, the early warning should be upgraded to social level early warning.. 

2、 预警解除 

Early warning relieving  

① 事故未发生，发布了预警但未进行应急处置，预警解除。 

The accident did not occur, issued an early warning but did not carry out emergency treatment, 

the early warning is relieved. 

②事故已发生，发布了预警且采取了应急处置，处置完成，环境突发事件危险已经消除后，

预警解除（即应急终止）。 

The accident has occurred, an early warning has been issued and emergency treatment has 

been taken, the disposal is completed, the danger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incident has been 

eliminated, the early warning is relieved (i.e. the emergency termination). 

③事故已发生，启动社会级预警，处置完成，危险已经消除后，预警解除（即应急终止）。 

预警解除即响应自动终止，响应终止即预警自动解除，由预警发布人宣布预警解除。 

The accident has occurred, the social level early warning has been activated, and the disposal 

has been completed, after the danger has been eliminated, the early warning is relieved (i.e. the 

emergency termination). Early warning relieving means the response is automatically 

terminated, respone termination means early warning is automatically relieved,issuing person 

of early warning is to announced that early warning is relieved. 

4.3 信息报告与处置 Information report and disposal 

4.3.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Information report and notific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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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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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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应

急报警电话如下： 

After accident/incident takes place, the BT of accident/incident area shall immediately call 

offic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to report the accident/incident 

and notify BTM and relevant management staffs. In case of fire & explosion or casualties 

incident, first off all, report it to the fire fighting brigade and medical aid group. Briefly describe 

the incident type, venue of incident (BT, unit, area, location) and personnel injury information in 

the report. The emergency call numbers are shown as follows:  

总调：（870）23042、（87）789148 

Shift superintendent: （870）23042、（87）789148 

消气防总机：119（内部电话，全厂通用）， 

（87）799119（厂区、EO/EG 装置、鲤鱼尾）， 

（87）976526（青兰山） 

Central of firefighting and gas prevention: 119 (internal call, plant-wide applicable) 

（87）799119（plant area, EO/EG unit, Liyuwei Terminal）， 

（87）976526（Qinglanshan Terminal） 

厂区、EO/EG 装置、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Medical aid phone number for plant area, EO/EG unit, Liyuwei Terminal: （87）789120 

治安报警：（87）789110 

Public security call: （87）78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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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immediately report to the 

leader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general manager of shift coordination by call and 

se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to leader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T. If leader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has decided to initiate above level II emergency response, order 

of initiating corresponding level of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be directly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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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Ts shall notify the incident department’s or BT’s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emergency or respond to the emergency.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见图 4.1。 

Please refer to figure 4.1 for information report and notification procedure.  

4.3.2 信息上报 Report of information to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发生的类型及级别在 1 小时内向中石化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股

东方），并报告泉港区、泉州市政府主管部门。 

Based upon the incident type and level,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report 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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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ice of Sinopec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he shareholder) within one hour of 

occurrence and report the same to applicable authorities of Quangang District and Qua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对外联系方式见附件 1。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1 for external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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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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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接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

向泉港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中石化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进行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经公司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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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的原因初步判断；已经采取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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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对周边自然环境影响，是否造成环境污染；请求协调、

支持的事项；报告人的单位、姓名、职务和联系电话；事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及相

应的应急处置建议；其它需要报告的情况等。 

In case of incidents of casualties, serious injury or significant property loss, FREP HSE 

Department shall report it to Quangang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and Sinopec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in writing within 1 hour after receiving the incident report. The 

written report shall be submitted after approval by leader of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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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1 FREP Emergency Report Proced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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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items shall include the accident/incident type, time and venue of occurrence, 

accident/incident scene situations and preliminary judgment of the accident caus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that have been or probably will be caused by 

the incident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missing persons) and roughly estimated direct economic 

loss; incident impact to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whether it has l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atters requiring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the unit, name, position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reporter;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of emergency disposal; other issues 

requiring report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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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ordination office of president shall notify the shareholders within 24 hours after office 

of president approves the written report.  

4.3.3 信息传递 Information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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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FREP other production operation units, field operators and contractors’ field workers are 

possibly affected by the incident, FREP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notify the shift leader of 

relevant business teams by call. Should massive personnel evacuation become necessary as a 

result of assessment, the commander shall sound the emergency evacuation alarm de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FREP Emergency Evacuation Procedure and notify 

persons at the affected area to keep alerted or evacuate.  

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关联企业（如，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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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regards to the affiliated enterprises that may be affected by the incident (for example, 

following companies that have direct material supply with FREP, including Fulin Gas Co., Ltd., 

Meizhou Bay Chlorine and Alkali Co., Ltd., Fuxiang Chemical Co., Ltd., Nanpu Thermal Power 

Plant, Fuian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 Linde (Quanzhou) Carbon Dioxide 

Co., Ltd., LNG and etc.), FREP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timely notify the 

production shift coordinator of these companies, asking them to make production emergency 

preparedness.  

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社区，由 HSE 部公共关系模块负责及时通知泉港区应急中心或相

关部门，以便做好人员疏散等应急准备。 

As regards to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that may be affected,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module of HSE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timely notify Quangang District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or related authorities, so that they can make emergency preparations for 

personnel evac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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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5.1 响应分级 Classifications of emergency response 

根据突发事件等级、事件影响范围和应急响应人员不同，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分为三级、二级、

一级，3 个等级： 

Emergency responses are classified as three levels, level 3, 2, 1 from low to high sequ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ident class, incident affected scope and different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三级响应：通过团队内部应急小组和消防队伍解决，不影响周边社区。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it is solved through BT internal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 

and firefighting brigade, without impact to surrounding community. 

二级响应：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参与应急，不影响周边社区。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it requires several departments or the whole company 

strength to participate in emergency response, without impact to surrounding community.  

一级响应：需要外部支援，或者对于周边社区的人身、环境、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影响。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it requires external support or it may have impact to human 

body, environment and property safety of surrounding community.  

表 5.1-1 突发事件等级与响应级别对应指引 

Table 5.1-1 Guidelines for incident levels VS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s 

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台风暴雨 

Typhoon and  

rainstorm   

红色预警（Ⅰ级） Red alert (level 1)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台风：6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2 级

以上，或者阵风达 14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Typhoon: possibly will be or has already been affected by tropical cyclone 

within 6 hours, average coastal or land wind power reachesabove level 12 or 

gust reaches above level 14 and will probably last.  

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

持续。 

Rainstorm: precipitation will reach above 100 mm within 3 hours or has 

reached above 100 mm and the precipitation will probably last.  

橙色预警（Ⅱ级）Orange alert (level II)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台风：12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0 级

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Typhoon: possibly will be or has already been affected by tropical cyclone 

within 12 hours, average coastal or land wind power reaches above level 10 or 

gust reaches above level 12 and will probably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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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Rainstorm: precipitation will reach above 50 mm within 3 hours or has reached 

above 50 mm and the precipitation will probably last. 

黄色预警（Ⅲ级）yellow alert (level III)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台风：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8 级以

上，或者阵风 10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Typhoon: possibly will be or has already been affected by tropical cyclone 

within 24 hours, average coastal or land wind power reaches above level 8 or 

gust reaches above level 10 and will probably last. 

暴雨：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Rainstorm: precipitation will reach above 50 mm within 6 hours or has reached 

above 50 mm and the precipitation will probably last. 

蓝色预警（Ⅳ级）blue alert (level IV)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台风：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6 级以

上，或者阵风 8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Typhoon: possibly will be or has already been affected by tropical cyclone 

within 24 hours, average coastal or land wind power reaches above level 6 or 

gust reaches above level 8 and will probably last. 

暴雨：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 

Rainstorm: precipitation will reach above 50 mm within 12 hours or has 

reached above 50 mm and the precipitation will probably last. 

地震 

Earthquake  

Ⅰ级（特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Level I (extra serious or red alert incident)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发生 6.5 级以上地震。（特大损失） 

Above 6.5 magnitude earthquake (extra great loss)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Level II (major or orange alert incident) 

发生 6.0～6.5 级地震。（严重损失） 

6.0- 6.5 magnitude earthquake (severe loss)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 Level III (serious or yellow alert incident) 

发生 5.0～6.0 级地震。（一般损失） 

5.0- 6.0 magnitude earthquake (genera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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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Level IV (general or blue alert incident)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发生 4.0～5.0 级地震。(有感、轻度损失) 

4.0- 5.0 magnitude earthquake (inductive, slight loss) 

火灾爆炸 

Fire hazard 

and 

explosion  

Ⅰ级（特别重大或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Level I (extra serious or serious or red alert incident )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a） 一次造成 10 人及以上死亡，或 50 人及以上受伤； 

Result in 10 and above casualties or 50 and above injured in one incident;  

b） 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特别重大影响； 

Result in extra serious impact to public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c） 油气运输船舶火灾爆炸或油品泄漏造成特别重大火灾。 

fire hazard & explosion of oil gas delivery ship or oil spills result in extra 

serious fire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Level II (major or orange alert incident) 

a） 一次造成 3～9 人死亡，或 10～49 人受伤； 

Result in 3-9 casualties or 10-49 injured in one incident; 

b） 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Result in serious impact to public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c） 油气运输船舶火灾爆炸或油品泄漏造成重大火灾； 

fire hazard & explosion of oil gas delivery ship or oil spills result in serious 

fire 

d） 公司经危害分析、风险评估确认的Ⅱ级事件。 

Level II incident confirmed by FREP through hazard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ent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Level III (serious or yellow alert incident)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a） 一次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受伤； 

Result in below 3 casualties or below 10 injured in one incident; 

b） 单一区域内发生物料泄漏着火，火灾无蔓延，未造成其他设备/设施破坏； 

Material leakage causes fire hazard in single area, fire hazard has not 

spread and not resulted in damage to other equipment/facilities;   

c） 单台设备发生爆裂，爆裂没有造成其他设备或管线损坏，没有危险化学品

泄漏，没有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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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Blowout takes place with single equipment, which results in neither 

damage to other equipment or pipelines, nor leak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or fire hazards.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Level IV (general or blue alert incident)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生产区内单点发生小火，不会造成扩大蔓延，容易控制扑救。如机泵密封泄漏

引发的火灾、法兰面渗漏、管线砂眼泄漏引起的小火。 

Small fire takes place at single point in the production area, which will not get 

spread and is easily put out. Such as fire hazard arising from pump seal 

leakage, small fire due to flange face seepage and pipeline sand hole leakage 

中毒、窒息 

Toxication, 

suffocation  

造成 3 人及以上死亡，或 10 人及以上中毒。 

Result in 3 and above casualties or 10 and above poisoned persons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毒。 

Result in below 3 casualties or below 10 poisoned persons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泄漏点可控制，无人员中毒。 

Leakage point is controllable, no personnel poisoning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重大危险源 

Major 

hazards  

Ⅰ级（特别重大或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Level I (extra serious or serious or red alert incident ) 

造成 10 人及以上死亡，或 50 人及以上受伤。 

Result in 10 and above casualties or 50 and above injured;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Level II (major or orange alert incident) 

造成 3～9 人死亡，或 10～49 人受伤。 

Result in 3-9 casualties or 10-49 injured;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Level III (serious or yellow alert incident)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受伤。 

Result in below 3 casualties or below 10 injured;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Level IV (general or blue alert incident) 

泄漏点可控制，无人员受伤。 

Leakage point is controllable, no personnel injury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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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海上溢油 

Oil spills  

Ⅰ级（重大/特大污染事故）：溢油量在 50 吨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Level I (major/extra serious pollution incident): oil spills above 50 tons, or 

meets one of following conditions: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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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l spills poses general or serious threat to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and coastlines. It is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 sensitive area and clean up the 

oil spills with FREP resourc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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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s of oil spills are uncontrollable.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containment and removal of oil spills on water surface are obviously 

beyond FREP emergency decontamination capability.  

Ⅱ级（较大污染事故）：溢油量大于 10 吨不足 50 吨，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Level II (serious pollution incident): oil spills more than 10 tons but less than 50 

tons, or meets one of following conditions: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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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l spill incident takes place within the sensitive area or has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sensitive area, but very likely to cause pollution damage 

to sensitive area or coastlin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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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containment and removal of oil spills from the 

water surface are beyond BT’s emergency decontamination capabili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use FREP other emergency resources.  

Ⅲ级（一般污染事故）：Level III (general pollution incident)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溢油量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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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溢油源，并能围控和清除

海面溢油。 

Oil spills are less than 10 tons and the incident takes place at non-sensitive 

area. Oil spills on water surface don’t pose threat to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and coastlines. Adoption of BT’s oil spills emergency team and 

equipment can control the oil spill sources and can contain and clean up oil 

spills.  

水体污染 

Water 

Ⅱ级（重大事件）Level II (major incident )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a） 污染物已越过厂界进入排海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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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pollution  Pollutants have crossed the plant boundary and entered the open ditch of 

discharge to the sea.  

response 

b） 污染物不可控，有越过厂界进入排海明渠的可能； 

Pollutants are uncontrollable and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cross the plant 

boundary and enter the open ditch of discharge to the sea;  

c） 污染物不可控，有通过深海排放管排入深海的可能。 

Pollutants are uncontrollable and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be discharged to 

deep sea via deep sea discharge pipeline.  

Ⅲ级（较大事件）Level III (serious incident )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污染物量≥120㎏，污染物已经越过团队所属辖区，流入下游水体，污染物仍有

效控制在厂界内。 

Pollutants quantity ≥120 ㎏. Pollutants have crossed the area under BT 

management and flow into downstream water body. Pollutants are still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the plant boundary.   

Ⅳ级（一般事件）Level  IV (general incident)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污染物量<120 ㎏，且有效控制在单元内无进一步发展趋势。 

Pollutants quantity < 120 kg. Pollutants a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within the unit 

and have no tendenc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生产应急 

Production 

emergency  

全厂性停工应急事件 Plant-wide shutdown emergency incident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a)多套装置停工应急事件 Emergency incident of multiple units shutdown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b)乙烯、IGCC 等关键装置停工应急事件 

Emergency incident of such critical units as SC and IGCC shutdown  

a) 单套装置停工应急事件 

Emergency incident of single unit shutdown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b) 公用工程系统应急事件 

Emergency incident of utilities system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特别重大（红色预警）事件：Extra serious (red alert) incident: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a)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Ⅰ级预警事件。 

Level I alert incident identified and releas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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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b) 一次食物中毒 100 人及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死亡 10 人及以上。 

Incident  leading to100 and above food poisoned patients and having 

death cases; or 10 and above casualties;   

c)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并死亡 10 人及以上。 

10 and above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and casualties in one incident 

重大（橙色预警）事件：Major (orange alert) incident:  

a)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Ⅱ级预警事件。 

Level  II alert incident identified and releas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b)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及以上，或死亡 3~9 人。 

50 and above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 one incident , or 3-9 

casualties;  

较大（黄色预警）事件：Serious (yellow alert) incident: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a)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Ⅲ级预警事件。 

Level III alert incident identified and releas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b) 一次食物中毒超过 30~99 人，或有死亡 3 人以下。 

More than 30-99 food poisoned patients in one incident , or below 3  

casualties; 

c)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49 人，或死亡 3 人以下。 

10-49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 one incident , or below 3  

casualties; 

一般（蓝色预警）事件：General (blue alert) incident:  

三级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a)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Ⅳ级预警事件。 

Level  IV alert incident identified and releas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b) 一次食物中毒 30 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Below 30 food poisoned patients in one incident , without death cases; 

c)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 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Below 10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 one incident , without death 

cases; 

群体性事件 

Mass 

外部群体性事件（或黄色以上预警事件），主要包括： 

External mass disturbance (or above yellow alert incident), mainly including:  

一级响应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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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 

Incident  

突发事件等级 

Incident level 

应急响应级

别 

Emergenc

y response 

level 

disturbance  
a) 聚众围堵公司生产经营或办公场所； 

Mobs contain the company production operation or office places;  

emergency 

response 

b )聚众阻挠公司建设工程现场施工； 

   Mobs obstruct company site construc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s;  

c )聚众哄抢公司物资； 

   Mobs rob of company materials;  

d) 聚众阻挠公司交通道路通行，影响员工上下班或产品运输； 

Mobs obstruct operation of company traffic roads, affecting employees 

commuting or product transportation;  

e)其他群体性事件 Other mass disturbances  

内部群体性事件（或蓝色预警事件），主要包括： 

Internal mass disturbance (or blue alert incident), mainly including:  

二级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a) 影响企业生产的员工罢工； 

Employees’ strike that affects company production;  

b) 员工群体性上访、请愿； 

Employees’ mass petitioning; 

c) 其他视情况需要作出响应的内部群体性事件 

Other internal mass disturbances that require emergency response as 

appropriate  

恐怖袭击事

件 

Terrorist 

attack 

incident  

a) 恐怖分子利用爆炸手段进行袭击或攻击储存放射源的设施和运输放射源的

工具，袭击关键装置与重点部位，袭击公共聚集场所及重要设施，造成重

大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的事件。 

Incidents where terrorists launch attacks by means of explosion or attack 

facilities for storage of radioactive sources and tools for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sources, attack critical units and key positions, attack public 

assembling place and important facilities, resulting in serious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ocial influence.  

一级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b) 恐怖分子劫持公司所属车辆交通工具，劫持、袭击公司员工造成重大影响

和危害的事件。 

Incidents where terrorists hijack the company vehicles and transportation 

tools, kidnap and attack company employees, resulting in serious 

consequence and damage.  

具体的事件分级随突发性事件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别，参见各专项应急预案。 

Specific incident classifications vary with nature of the incident. Please refer to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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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for details.  

根据事态的发展，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表 5.1-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

级别，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和专项应急预案。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通知相关的团队或部

门采取应急行动。 

Based upon the incident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determin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in accordance with table 5.1-1 and initiat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response and special emergency plan, if it is necessary to initiat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Afterwards, offic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notify business teams or departments concerned to take actions of emergency response.  

5.2 响应程序 Procedure of emergency response 

5.2.1 应急响应基本程序 Basic procedure of emergency response  

（1）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发现人按照《应急报警程序》进行报警。 

     The first discoverer shall report the ala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mergency Alarm 

Report Procedure when incident takes place;  

（2）按照《应急等级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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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upon the Guideline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s, the shift manager of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preliminarily determin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and 

immediately send the emergency message via emergency message platform to initiat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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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upon different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s,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create response groups on the emergency message platform and update the personnel and 

mobile phone numbers in a timely manner.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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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s: PMT departmental GM and deputy GM, 

business team’s BTM, PCL, TCL, MCL, members of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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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应急响应群组。 

     Level 2/1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s: members of office of president, departmental 

GM and DGM,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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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receiving emergency message notification, persons in charge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of their departments or business teams to go to the incident scene for emergency disposal.  

5.2.2 三级应急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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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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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receiving the alarm report, the shift leader of business team shall immediately 

report it to BT’s PCL, who will notify the BT’s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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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the field commande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hift leader shall organize shift 

members to carry out emergency dispos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T’s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Upon arriving at the incident scene, BTM or PCL shall substitute the shift leader to act as 

the field com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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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receiving the emergency message, business team’s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shall rush to the incident scene or CCR for emergency resc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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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calling FREP 119 for fire alarm, the shift leader shall arrange persons to receive 

fire engines outside the plant. After the fire engines arrive at the incident scene, the field 

commander shall discuss to work out the disposal scheme with firefighting rescue c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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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event that the site incident is expand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need support of 

FREP other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the field commander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to initiate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5.2.3 二级应急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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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the incident is defined as level 2 incident,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immediately 

issue orders via the emergency message platform to initiate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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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室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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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receiving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message,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ogether with the group leaders of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y group, logistics 

support group and external liaison group shall immediately rush to CCR2 emergency 

commanding room. The rest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shall rush to the incident scene to 

participate in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and quickly starts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split of duties.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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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listen to the incident report by the shift manager of 

shift superintendent, analyze and judge the incident statu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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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determine main countermeasures to be taken immediately; and 

designat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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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arrives at the incident scene, persons at the incident 

scene shall take emergency 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following requirements: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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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rson with the then highest position at the site shall preliminarily act as the field 

commander and hand over the commanding right immediately after the higher level leader 

arrives at the incident scene;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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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issues the order, the field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shall be comma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siness team level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 The temporary field commander shall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orders after 

receiving ord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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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gency personnel who have arrived at the incident scene shall obey the unified 

command of the temporary commander.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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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and various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arrive at the incident scene, emergency actions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following 

requirements: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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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n arriving at the incident scene,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shall immediately take 

over the site emergency commanding right and establish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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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mporary commander shall immediately give a brief repor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who has arrived at the incident scene and 

assist the commanding;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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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 of the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shall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orders issued by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and lead his/her group 

members to take emergency actions;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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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participating in initial actions at the incident scene 

shall return to each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 and obey commanding of each group leader.  

5.3.4 一级应急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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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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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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cident is expand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quest for external support 

or the incident has affected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the field commander-in-chief shall 

report it to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hen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decide whether to initiate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e information or request.  

（1）外部支援 Exter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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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the incident is defined as level 1 incident, the external liaison group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report it to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of Quangang District or Quan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nd applicabl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request for emergency 

support; the security management group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guide external rescue forces to 

enter the incident scene for rescue.  

（2）应对公众媒体 Reception of public media  

由对外联络小组负责在福瑞宾馆会议室接待政府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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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ternal liaison group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receive th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external personnel from media and community and etc. at the meeting room of Furui Hotel and 

release the information data approved by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应急疏散 Emergency evacuation  

内部应急疏散由现场指挥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疏散；当需要周边社区进行疏散时，应急指挥

中心总指挥下令，由对外联络小组通知泉港区应急中心进行疏散。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organize relevant personnel to carry out internal 

emergency evacuation; In the even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vacuate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issue the order 

and the external liaison group shall notify Quangang district emergency center to carry out 

evacuation.  

具体响应流程见图 5.1。 

Please refer to figure 5.1 for specific respons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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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应急响应流程图 

Figure 5.1 Emergency response flow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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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1 Emergency response flow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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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启动后，由应急总指挥统一指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各应急专业救援小组分工处

置。 

After the emergency response is initiated, it shall be subject to centralized commanding by 

the emergency commander-in-chief and all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shall 

dispose the incident on a work split basis.  

（1）以人为本，保护环境原则 Principle of people foremos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实施事件现场的疏散、撤离与搜救，保护人员生命安全。所有参加应急响应行动人员必须经

过专业培训，并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实施应急响应行动。 

Carry out evacuation and search at the incident scene, protect personnel life safety. All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 must atte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arry out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on condition that their own safety is assured.  

优先处理伤者，发现人员失踪或有受伤人员，应立即开展搜救和现场救护工作，并及时联系

送往指定医院救治。 

Treatment of the injured shall be the top priority. If someone is found missing or there are 

injured personnel, immediately carry out search and on-the-spot rescue and contact the 

designated hospital for medical treatment in a timely manner.  

应急响应行动过程中，各应急专业救援小组应始终注意环境保护，防止因事件本身或处理过

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all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s 

shall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l the time and prev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ising from the incident itself or disposal.  

（2）控制为先，逐步消除原则 Principle of control first and step-by-step elimination  

应急响应行动应首先考虑控制事件，采取紧急关断、紧急堵漏、事件周围人员疏散、设备支

护、控制火源以及控制火灾火势等，防止事故扩大。当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后，则进一步处置直至

消除事故。 

Priority shall be given to consideration of controlling the incident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ctions. Take such actions as emergency shutoff, emergency leakage stoppage, 

evacuation of personnel from surrounding area, equipment support and protection, control of 

combustion source and control of fire hazard and fire intensity to prevent the incident from being 

expanded.Take further disposal measures till elimination of incident, after the incident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3）及时报告，对外授权原则 Principle of timely report and external authorization  

确保事件在第一时间内报告，当事件有新的发展以及事件失控或事故扩大时，总调应立即向

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原则上由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现场任何越级报告行为以

及对外信息公布都必须得到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的授权，而且内容必须经法律事务所审核。 

Ensure that the incident can be reported in the first place. In case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cident and out of control of the incident or incident expansion, the shift superintendent 

shall immediately report it to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In principle, report to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y behavior of 

bypassing field report and exter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ust be authorized by the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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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center and their content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legal affairs office.   

5.3.2 处置措施的基本要求 Basic requirements for disposal measures  

（1）采取隔离和疏散措施，避免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并合理布置消防和救援力量；进

行有毒有害气体和环境监测，加强救援人员的个人防护。 

Take measures of isolation and evacuation, avoid non-essential personnel from entering 

hazardous area and rationally arrange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forces; carry out toxic and 

hazardous gas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tensify personal protection of rescue crews;  

（2）迅速将受伤、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抢救；积极配合医院，组织医疗专家，保障治疗药物

和器材的供应。 

Quickly send the injured and poisoned personnel to hospital for treatment; positively 

cooperate with hospitals, organize medical experts, ensure supply of therapeutic drugs and 

medical apparatus;  

（3）采取工艺处理措施，转移装置内危险有害物料，切断相连装置、设施，防止危险有害

物料输入。 

Take technological treatment measures, transfer hazardous and harmful materials from the 

production unit, shut off the connected unit and facilities, prevent hazardous material input;  

（4）火灾扑救过程中，专家组应根据危险区域的危害因素和火势进行动态评估，及时提出

灭火救灾的指导意见。 

Expert group shall conduct dynamic assess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zardous factors 

and fire behavior at the hazardous area in the course of fire extinguishment and timely propose 

guiding comments on fire extinguishment and disaster rescue.  

（5）处置现场应设置安全员，全程观察、监测现场，遇到突发情况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全

时，救援队伍指挥员有权决定暂时停止应急处置，迅速带领救援人员撤出危险区域，并及时报告

现场指挥部。 

Safety supervisor shall be arranged at the disposal site, who shall observe and monitor the 

incident scene all the way. In case of any emergency endangering the life safety of rescue 

crews, the commander of the rescue group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suspension of 

emergency disposal, quickly lead the rescue crews to evacuate from the dangerous area and 

report it to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a timely manner.   

（6）采取相应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大。 

 Tak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prevent occurrence of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cident or incident expansion. 

不同类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按各“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执行。（详见“专

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The emergency disposal measur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shall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various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site disposal 

schemes” . (please refer to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and “site disposal scheme”.) 

5.4 应急结束 End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1）对于继续救援会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生命安全、极易造成次生衍生事故等情况，现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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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指挥部经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可作出暂停救援的决定；在事故现场得以控制、导致次生衍生事

故隐患消除后，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研究，确认符合继续施救条件时，再行组织施救，直至救

援任务完成； 

In the event that continuance of rescue may directly threaten the life safety of rescue crews 

and is very likely to cause secondary and derivative incident,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organize experts to make adequate argumentation and may make the decision to suspend 

rescue; After the incident scene has been under control and the potential hazard leading to 

secondary and derivative incident has been eliminated, rescue can be once more organized for 

completion ofthe rescue task after it is confirmed by study organized by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that the conditions to continue with rescue are met.  

（2）因客观条件导致无法实施救援或救援任务完成后，在经专家组论证并做好相关工作的

基础上，现场应急指挥部可提出终止救援的意见，报请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批准。 

In the event that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prevent the rescue from being implemented or 

after the rescue has been completed,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may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on termination of rescue and submit it to governmental emergency 

commanding body for approval, provided that the expert group has made argumentation and 

properly finished the activities concerned.  

5.4.1 应急终止条件 Conditions to terminate emergency response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Site accident/incident has been under control and the accident/incident conditions have 

been eliminated;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Site environment is in conformity with applicable safety standards;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Dangers and potential hazards that may lead to secondary or derivative accidents have 

been eliminated;  

（4） 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continue with emergency disposal;  

（5） 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The injured have received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6） 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Emergency disposal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terminated;  

（7） 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External alert has been lifted.  

5.4.2 应急终止程序 Procedure to terminate emergency response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confirms satisfaction of the emergency termination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situations at the incident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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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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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er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reports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o request for termination of field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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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command center issues the termination order 

and commander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declares termin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5.4.3 后续工作 Follow-up activities  

（1）调查取证。按公司 OIMS9.1《事件调查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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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group leader shall be 

desig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FREP OIMS9.1 Inciden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leader shall organize establishment of 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group. 

Afterwards, members of the 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group go to the incident scene for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After completion of evidence collection, the emergency 

repair group shall enter the incident scene for urgent repair and production recovery. Should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need to intervene in the 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only after the 

governmental investigation group completes the evidence collection can the emergency repair 

and production recovery be conducte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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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 handover/takeover. To facilitat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incident causes, 

the process documents generated by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and professional rescue 

groups in the rescue and disposal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accident/incidentinvestigation 

group.  

（3）信息上报。如需要，将事故/事件初步信息和应急处置情况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和相关主管部门、股东方进行报告。 

Information report to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In case of necessity, report the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on accident/incident and emergency disposal status to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and applicable authorities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4）应急工作总结。一级/二级应急响应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召开总结会议，对应急预

案、应急救援处置能力等进行评估，各部门、团队根据评估报告中提及的整改项进行整改；必要

时，修订应急预案。三级应急响应总结由事件发生区域的负责人负责。 

Wrap-up of emergency activities. Upon completion of level 1/2 emergency responses,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hold wrap-up meeting for assessment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capacity. All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shall make rect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tification items mentioned in the 

assessment report. Modify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in case of necessity. Wrap-up of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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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总结会议参加人员： 

Wrap-up meeting participants:  

（1）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和参与现场处置的主要管理人员；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incident owner and main management staffs participating in 

the on-the-spot disposal;  

（2） 应急指挥中心成员；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 现场指挥部指挥长，指挥部成员； 

Commander and members of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4）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 

Group leader of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5） 各职能部门参与应急救援具体工作的负责人； 

Persons in charge of specific emergency rescue from various function departments;   

（6） 调度总经理，当班的值班经理； 

General manager of shift coordination, on-duty shift manager; 

（7） 应急指挥中心指挥长指定的其他与会人员。 

Other meeting participants designated by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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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公开 Information Disclosure 

6.1 信息发布的原则 Principles for information release 

信息发布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程序，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内容详实，及时准确

的报导事故的发生情况、发展及救援过程。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hall be strictly in conformity with state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It shall be down-to-earth, objective and fair. The contents shall be detailed and 

accurate. Timely and accurately report the incident occurrence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rescue process.  

6.2 信息发布内容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release 

（1）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指挥中心应指定新闻发言人，配合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向新闻

媒体通报事故信息。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designatethe news spokesman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disposal to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and applicabl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to 

disclose incident information to news media.  

未经授权的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事故信息。 

Any unauthorized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are not permitted to disclose any inciden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2）信息稿件由 HSE 部公共关系模块负责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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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blic relation module of HS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draft the manuscript 

of information release, which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before it is published to public. Only brief information can be release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ncident occurrence. With progressing of the incident disposal at the scene, 

information, such as preliminarily verified incident situations, counter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aken by public and community can be released. Appropriate 

follow-up news shall be relea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ident disposal progress.   

（3）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应言简意赅，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只回答信息稿件

所提供的信息，对未经确认的问题不可妄加揣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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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s spokesman shall answer the media questions briefly, clearly and logically, only 

replying to ques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information manuscript. 

No conjecture is permitted for non-confirmed information. The venue for information release or 

media reception shall be far away from the incident scene. Avoid media crews from entering the 

plant area or incident scene.  

（4）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连续跟踪事态发展情况，收集整理相关信息和数据，及时发布事

态进展信息，建立正确信息渠道。 

The incident progress shall be constantly followed up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disposal. 

Collect and sort out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ata, timely disclose the incident progress 

information and establish correct inform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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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部员工告知信息主要通过公司内部网站、内部有线电视、宣传材料、会议等形式发

布。通过，内部员工信息告知，及时进行正面引导，避免猜测和不实信息的传播。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internal employees shall be performed through FREP intranet, 

internal cable TV, publicity materials, meetings and etc. Avoid conjecture and dissemination of 

false news through positive guidance via intern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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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Post-disposal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一些内容： 

Upon completion of field emergency response,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arrange follow-up disposal of the incid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政府部门标准时（参

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Incident report.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cident has resulted in casualties or property loss and 

it has reached the standard to be reported to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please refer to No. 

493 Decre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gulations on Report,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HS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report the incident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lim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ident report procedure.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开展按照《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Designate th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group leader, who shall organiz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group to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on Report,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of Work Safety Incidents and FREP 

Incident Management Standard. 

（3）污染物处理。事故发生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事故性废水、消防水不能直接排出，需进

行现场洗消以及委托有资质的废弃物处理单位进行合法的处置，避免二次环境污染。对于其他被

油品污染的固体废弃物，经具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理。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为止。 

Disposal of pollutants.The emergency waste water and fire water generated from incident 

occurrence and treatment shall not be directly discharged from the unit. They shall be 

decontaminated at the incident scene and be entrusted to qualified wastes disposal contractor 

for legal disposal, so as to avoid seco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lid wastes that are 

contaminated by other oil products should be treated by qualified treat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substances generated or released from the incident will probably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these pollutants shall be recycled, cleaned and monitored till pollution 

elimination is confirmed.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根据事故情

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

尽快恢复生产。 

Production recovery. FREP shall carry out overall inspections and confirm satisfaction of 

safe production conditions. A production recovery plan shall be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incident situations. After the plan is approved by higher level department, organize emergency 

repair group to repair or replace the incident affected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so that the 

production can be recovered as soon as possible.  

（5）医疗救治。因事故受伤人员，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医治。 

Medical treatment. The incident injured personnel must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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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state regulations.   

（6）人员安置。后勤服务小组要迅速设立受灾人员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做好人员

安置和救灾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确保基本生活保障，并做好受灾人员及其家属

的安抚工作。 

Personnel placement. The logistics service group shall quickly set up the site for placement 

of the disaster affected persons and the relief materials supply station. Properly conduct 

personnel placement as well as receipt, distribution,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saster 

relief funds and materials. Ensure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 and pacify the disaster affected 

personnel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7）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财产保险理赔。 

Aftermath compensation.Including incident aftermath, treat the injured, place their family 

members, handle settlement of property insurance claims.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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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enishment and recovery of emergency materials. Replenish the emergency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consumed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o that they can be at emergency 

standby.  

（9）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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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ct wrap-up of emergency response, assess the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capability and improve such in accordance with recommendations from wrap-up and 

assessment. Modify the emergency plan in case of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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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Supporting Measures 

8.1 通讯与信息保障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ssurance 

（1）技术与规划部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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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T of Technical & Planning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assure the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plan and allocate 

emergency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evices, ensure unimpeded access to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device shall meet the site 

safet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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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be equipped with adequatenumber of 

emergency walkie-talkies for availability to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The 

walkie-talkies shall be of full electric quantity and be readily at standby state. They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office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fter application.  

应急指挥中心对讲机台账（专用应急频道）详见附件 3。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3 for the logs of walkie-talkie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dedicated emergency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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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shall have 2-3 administration direct phones and 4-6 

explosion-proof mobile phones with fixed frequency within safe distance of the incident scene, 

so that they can contact the emergency related organizations or persons at any time. 

Temporary telephones shall be arranged within the shortest time, if the telephone quantity is 

inadequate and it is not permitted to use non-explosion-proof mobile 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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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st of emergency contact phone numbers (including work phone number, mobile phone 

number and private number)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s/individuals and the phone numbers of 

FREP various posts shall be in place at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offic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and the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These phone numbers shall be updated all the tim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clude:   

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公司各部门、各团队负责人；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principals of FREP all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公司消防气防救援、保安支援； 

FREP fire and gas prevention rescue, securit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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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医疗救援单位； 

 The agreement medical aid organizations;  

协议的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The agreement oil spills recovery organizations;  

与公司生产业务相关联的其他单位等； 

 Other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FREP production business;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of surrounding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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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gang district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enter, authorities of saf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ritime affairs, public health, public security and etc.;  

泉州市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安监局、环保局等； 

 Quanzhou Municipal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enter,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福建省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安监局、环保局等。 

 Fujian provincial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enter,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其他关联单位的联系，由业务对口单位负责。 

The unit-to-unit business organization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act phone 

numbers of other associated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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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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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notes: In consideration of privacy protection and for avoidance of disturbance to 

normal production order, the telephone numbers of members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principals of FREP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and FREP various posts shall be updated 

and printed by I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shall be placed at the office of emergencycommand 

center, which will not be attached to this emergenc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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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ffice (shift superintendent)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establish the 

mass texting datab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ifications of possible incidents and the 

names of emergency crews to be notified in the first place, so that the alert (emergency) 

message can be sent to the emergency crews within the shortest time.  

8.2 应急队伍保障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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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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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shall establish emergency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set up professional 

firefighting and security team, volunteer firefighters team of the process BT,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pair team and conclude professional service agreement with the third parties for 

provis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aid and emergency oil spills recove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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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process BTs shall establish emergency response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and support the incident emergency rescue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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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firefighting and security team shall b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emergency rescue 

work in fire and explosion, personnel poisoning, leak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mass 

disturbance and etc. HS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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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pair team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team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mergency repair and disposal of equipment incident, while Mechanical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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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T and DCS B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settl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failure, while T & P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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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 firefighters team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initial handling of various incidents of 

their own business teams and cooperate with professional rescue team for emergency rescue 

and disposal, while various business team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7）公司协议的医疗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院）提供应急医疗救护，由 HSE 部负

责管理。 

     FREP agreement medical organization (Minnan Branch Hospital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emergency medical aid, while HSE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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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部码头

业务团队负责管理。 

     FREP agreement marine oil spills recovery service provider shall provide supervisory 

walk-around inspection and recovery of marine oil spills, while Terminal BT of process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8.3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Emergency response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support 

（1）公司各部门及业务团队根据专项预案、业务团队（装置）现场处置方案的要求，落实

相关应急救援物资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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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P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shall implement supply of relevant 

emergency rescue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of special 

emergency plans and BTs (unit)’ on-the-spot dispos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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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necessary for on-the-spot disposal of incidents shall be stored at 

the site in accordance with normal allocation standard, while the department or BT of such 

material & equipment own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The reserve materials & 

equipment for emergency response shall be stored at the warehouse of S & D Dept. or the 

firefighting brigade, which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site in case of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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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到位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HSE 部汇总建立台帐，每半年开展一次督查。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usiness teams shall establish the list of emergency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periodically check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nd make rectifica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in case of any findings. HSE Dept. shall collect these lists and create logs and 

carry out supervision once every six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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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gency materials that are under management by different departments or business 

teams can be allocated by 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ponse.   

（5）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详见附件 2。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2 for main emergency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8.4 经费保障 Expens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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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expenses for emergency rescue shall be disbursed from the withdrawn work safety 

expenses, while HS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ory management and 

Financ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which shall be ap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FREP AFE (Authority of Expenditure). The scope of disbursement shall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following items:  

（1） 用于应急预案制定（或修订）的培训费、评审费、印刷费； 

The training expenses, review fee for development (or amend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printing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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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es for procurement, supplementation or replacement of emergency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expenses for construction or maintenance (recovery) of 

emergency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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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es for training and drill of emergency response, expenses for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emergency at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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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应急信息咨询（支援）的费用； 

Expenses for emergency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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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es for compensation to fuels, fire extinguishing agent as well as apparatus 

and equipment consumed by exter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6） 用于人员转移、安置所必需的费用； 

Expenses for personnel transfer and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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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es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pensions for persons who are injured, disabled 

or killed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emergency rescue in accordance with stat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应急救援系统的维护费用等。 

Maintenance cost for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8.5  技术保障 Technical support 

建立健全应急事件应急技术平台，成立应急专家队伍，建立专家数据库。由 HSE 部负责收

集国内外同类企业事故案例（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分析、处置方法、经验教训等）。 

Establish sound emergency incident and emergency technical platform, build emergency 

expert team, create expert database. HSE Departmen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collect overseas 

and domestic incident cases of similar enterprises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incident cause 

analysis, disposal method, lessons and experience learned). 

8.6 其他保障 Miscellaneous support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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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HR & Admin. Dept shall conclude vehicle transport service agreement with 

Ruisheng Industrial and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for provision of personnel and emergency 

material transport service during emergency rescue; conclude catering service agreement with 

Fuyuan Company for provision of service during the emergenc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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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Mechanical Department shall conclude pollutants cleaning and recovery 

agreement with maintenance contractor for provision of leakage stoppage, recovery and site 

cleaning service for solid and liquid pollutants that are probably released in incident; Mechanical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of the cleaning operations, while HSE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offsite disposal of waste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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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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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P Supply & Distribution Department shall conclude marine oil spills emergency service 

agreement with Xingtong Shipping Service Company for provision of placement of oil 

containment booms, slop oil recovery and cleaning service;  

（4）公司 HSE 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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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HSE Dept. shall conclude emergency consultation service agreement with 

Chemicals Registration Center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for provision of 

consultation service about emergency disposal of hazardouschemicals around the clock;  

（5）公司 HSE 部与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院签订应急医疗服务协议，提供应急医疗救护

服务； 

     FREP HSE Dept. shall conclud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agreement with Minnan 

Branch Hospital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or provis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aid service;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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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Mechanical Dept. shall conclude emergency repair service agreement with 

qualified contractors stationed at FREP for provision of emergency repair service in a timely 

manner;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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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y & Distribution Department shall establish contact with emergency material suppliers 

for provision of emergency materials in a timely manner;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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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时

请求支援； 

     Office of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establish contact with local, Fujian 

and Sinopec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nd request for support in case of necessity;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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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applicabl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hall establish contact with local 

government to request for provision of support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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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预案管理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1 应急预案培训 Train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将应急管理培训工作纳入公司年度安全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应急救援和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 

Training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FREP annual HSE training 

plan, so that specific training can be provided for emergency rescue and management staff.  

（1）培训目标 Training objectives  

①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能力，明确各部门、人员在事故发生时，所承担的责任、避

险方法以及公司周边群众的危险告知； 

 Ensure rapid, orderly and effective emergencycapacity, defin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departments and personnel, the methods to avoid risks and communication of risks to 

surrounding mass in case of incident.  

②提高全员应急意识、反应能力和综合素质。 

  Improve all staff’s awareness of emergency, respons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2）应急预案培训计划、方式和要求 

Program, method and requirements for training of emergency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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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HR & Admin. Dept. shall organize applicable departments or business teams to 

develop the emergency plan training program. Training shall be provided for new emergency 

plan or amended plan. Management shall mainly receive train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 duties andresponsibilities of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quirements for emergency 

preparations. Employees shall mainly receive training of emergency report procedure, 

emergency disposal procedure and concerns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②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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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ing of gener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and special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hall 

be organized by the pl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entralized training is generally adopted by 

convening principal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es, which shall be conducted at least 

once. Training of field disposal schemes shall be organized by various business teams through 

adopting lectures by professionals and examination after self-study, so that relevant personnel 

can have knowledge of the contents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and well understand their 

duties of emergency response, emergency procedure and post emergency disposal plan.  

③发布后，针对管理人员及应急小组成员进行一次培训，课时 4 小时。每年组织全员及承包

商应急培训一次，课时 1 小时。 

A four-class-hour training shall be provided for management staff and emergenc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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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after release of the emergency plan. All staff and contractors shall be organized for 

training of emergency plan for one class hour once every year.  

④HSE 部公共关系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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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部予以配合。 

Public relation module of HSE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ublicity of emergency plan to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distributing publicity materials and 

organizing lectures, while Party & Union Department shall provide support.  

⑤外请上级安监、环保、消防、医疗等部门专业人员或专家对员工进行上课培训。 

Externally, invite professionals or experts from authorities of safety supervis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efighting and medical treatment at higher level to provide training 

lectures to employees.  

⑥通过发放安全知识资料、墙报等，使教育培训形式多样生动。 

Diversify the form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rough distribution of safety knowledge 

materials and preparation of wall newspaper.  

9.2 应急预案演练 Drill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事故预防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应急演练，以检验应急预案的

充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designedly carry out emergency dri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key points of incident prevention, so as to test the adequ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mergency 

responsiveness.  

（2）公司级应急演练计划由 HSE 部组织制定，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

一次一级应急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两次二级应急演练。 

     HSE shall organize development of company level emergency drill plan. Level 1 

emergency drill shall be organized at least once every year and level 2 at least twice every ye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ident risks at FREP.   

一级应急演练：需要外部支援，或者对于周边社区的人身、环境、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影响；

二级应急演练：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司力量参与应急，不影响周边社区。 

Level 1 emergency drill: it requires external support, or probably causes impact to human 

body, environment and property safety of surrounding community; Level 2 emergency drill: it 

requires several departments or the whole forces of FREP to participate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having no impact to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3）公司级应急演练应编制演练方案，设定情景和需要演练的专项预案内容、响应的级别

与范围。团队级演练按现场处置方案执行，可以是桌面推演，但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现场演练。 

     In terms of company level emergency drill, develop the drill scheme, set the incident 

scenario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special emergency plan to be drilled, the level and scope of 

response. In terms of business team level emergency drill, follow the site disposal scheme. It 

may be desktop maneuver, but field drill must be organized at least once every month.  

（4）应急演练前应针对预案做好现场策划，防止演练过程中发生危险。 

     To avoid hazard in the course of drill, site planning shall be made for the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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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before the emergency drill.  

（5）演练前与演练结束时，应清点、记录参与演练的单位与人员数量。并对消耗的应急物

资进行补充、恢复。 

     Count and record the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drill before and 

after the drill. Replenish and recover the emergency materials consumed in the drill.  

（6）演练结束后，组织单位应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

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After completion of drill, the department organizer shall assess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plan drill, prepare the assessment report on emergency plan drill, analyze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of amendment for the emergency plan.  

9.3 应急预案修订 Amend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公司 HSE 部负责组织应急预案体系的维护与更新工作，至少每三年对应急预案进行一次修

订，修订应有记录并归档。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及时修订并归档： 

FREP HSE Dept.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organize maintenance and updating of the 

emergency plan system, amend the emergency plan at least once every three years. 

Amendment shall be recorded and filed. The emergency plan shall be amended and filed in a 

timely manner in case of any one of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with the applicable legislation, laws,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in the upper plan;  

（2）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Adjustment has been made for the emergency commanding body and its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3） 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with the confronted incident risks;  

（4）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with critical emergency resources;  

（5） 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with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emergency plan;  

（6） 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Problems are found in the emergency drill and incident emergency rescue and 

should be modified;  

（7） 编制部门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the pl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onsiders that the 

amendment is necessary.  

9.4 应急预案备案 Registr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本应急救援预案经专家组评审合格，并经公司总裁批准后，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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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报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和预案文本报送泉

港区、泉州市有关主管部门。 

Reviewed by expert group and approved by FREP president, present emergency rescue 

plan shall be submitted to Quangang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for registration within 20 days after publication of the emergency plan. Photocopy of 

the registration form and the text of emergency plan shall be submitted to applicable authorities 

of Quangang district and Quanzhou city.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等内

容变更的，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In the event that amendment of the emergency plan involves chang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mmand system and duties, the emergency disposal procedure, main disposal measures, 

classific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s and etc., a second registration shall b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procedure for registration of emergency plan.   

应急预案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Following docu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in registration of the emergency plan:  

（1） 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Form of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emergency plan;  

（2） 应急预案评审或者论证意见； 

Review or argumentation comments on emergency plan;  

（3） 应急预案文本及电子文档； 

Text and electronic document of the emergency plan;  

（4） 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The risk assessment result and list of emergency resources survey.  

9.5  应急预案实施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本应急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Upon issued, this emergency plan shall be executed.  

  



 

79 

10 奖惩 Rewards and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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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P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assess establishment, training 

and drill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ystem as well 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The assessment result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Strict assessment shall be performed 

especially for the principal of organizations having no sound emergency organizational system, 

failing to implement the emergency preparedness (includ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 

emergency materials, emergency plan, emergency drill) or failing to timely response to 

emergency.  

10.1 奖励 Rewards 

在事故应急救援行动中，有下列表现的人员，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奖励，具体奖励金额视公司

效益而定： 

Personnel with following performances in incident emergency rescue action shall be 

rewar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y regulations. Specific incentive payment shall be 

dependent upon the company benefit:  

（1） 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 

Excellently accomplish the emergency disposal task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2） 防止或抢救事故有功，使公司财产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prevention or rescue of incident, manage to make 

FREP avoid property loss or reduce the loss;  

（3） 对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后效果显著的； 

Propose important recommendations to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and achieve 

remarkable effect after implementation;  

（4） 对事故反应迅速，避免员工损伤、公司财产受损的； 

Respond quickly to the incident, thusly avoiding employees’ injury and company 

property loss;   

（5） 其他符合嘉奖的情形。 

Satisfaction of other circumstances of rewards. 

10.2 处罚 Punishment  

在事故应急救援行动中，有下列行为的人员，根据公司规定予以处罚，涉及民事或刑事责任

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置： 

Persons with following behavior in incident emergency rescue actions shall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y regulations and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judiciary authorities for 

punishment in case of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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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现事故后不及时报告或瞒报、谎报、弄虚作假情节及后果严重的； 

Fail to report of incident in a timely manner after discovering it, or conceal to report, 

make false report, practice fraud and cause severe consequence;  

（2） 不服从应急总指挥或主管的命令，不配合其他救援人员执行应急救援工作的； 

Disobey orders of the emergency commander-in-chief or emergency supervisor, fail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rescue crews in implementing emergency rescue;  

（3） 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物质的； 

Steal, misappropriate, embezzleemergency rescue funds or materials;  

（4）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和公司秩序，导致公司形象受损的； 

Spread rumor, disturb social and corporate order, causeimpairment of corporate 

image;  

（5） 其他符合处罚的情形。 

Other circumstances of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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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则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11.1 术语和定义 Terminology and definitions  

（1）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的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

案。 

      Emergency plan: action plan that is developedon the basis of possible incidents in 

advance for quick and orderly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actions; 

（2）应急准备：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

和应急保障。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rganizational preparations and emergency support that 

are made on the basis of possible incidents in advance for quick and orderly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actions; 

（3）应急响应：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Emergency response: emergency actions taken by relevant organizations or 

persons after occurrence of incident;  

（4）应急救援：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减少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或恶化，最大

限度的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Emergency rescue: rescue measures or actions taken for elimination and reduction 

of incident damage, prevention of incident expansion or deterioration, minimization of incident 

loss or damage in the course of emergency response;  

（5）重大事故：指工业活动的重大火灾、爆炸或毒物泄漏事故，并给现场人员或公众带来

严重危害，或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事故。 

      Major incident: refer to major fire hazard, explosion or leakage of poisonous 

substances in industry activities, which causes severe damage to persons at the site or the 

public, or significant property loss, or serious pollution to environment.  

（6）次生灾害：指由突发事故造成的周围环境、周围设施破坏而引发的灾害，如电气火灾

引起周围可燃物着火、爆炸等。 

Secondary disaster: disasters caused by damage to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due to incident, such as burning and explosion of surrounding combustibles caused by 

electrical fire.  

（7）恢复：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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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very: measures or actions taken for recovery of production, work, liv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to normal state after preliminary control of the inciden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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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公司地理位置图 

 

本公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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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厂区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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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生产区应急疏散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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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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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关部门及专家库成员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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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 可以用外线及手机

拨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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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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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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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专家库成员通讯联络表 

序号 姓名 部门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部门 联系电话 

1 唐礼焰 技术与规划部 13959719001 22 陈颖锋 机械设备部 13505976758 

2 蔡锡平 技术与规划部 13959711519 23 戴卫民 机械设备部 13850776223 

3 孙晓晓 技术与规划部 13328889868 24 郎树山 机械设备部 13860798816 

4 连向阳 技术与规划部 13808529732 25 涂胜华 机械设备部 15980415375 

5 王明华 技术与规划部 15959950077 26 张迎春 机械设备部 13850709044 

6 杨成武 技术与规划部 13559021232 27 李洪泉 机械设备部 13805974237 

7 韩立洪 技术与规划部 13799596178 28 林春金 机械设备部 13506040060 

8 李泽普 技术与规划部 15905937201 29 但鑫 HSE 部 13906090439 

9 姚养鹏 技术与规划部 15959580318 30 杨尚智 HSE 部 13960337006 

10 李永吉 技术与规划部 13859717028 31 孟宪国 HSE 部 13665998928 

11 林敏亮 技术与规划部 13959973481 32 王成宗 HSE 部 15960598119 

12 刘春风 技术与规划部 13959819292 33 黄海波 HSE 部 13860798517 

13 程贤德 生产部 13959902201 34 叶炜 HSE 部 13808523962 

14 江正丰 生产部 13960336648 35 黄建华 HSE 部 15853580895 

15 周胜军 生产部 13805947287 36 黄志宏 HSE 部 13506948890 

16 陈玉辉 生产部 13505098461 37 梁生于 HSE 部 13506017111 

17 郑恒仁 生产部 13600779632 38 徐妹凤 HSE 部 13959973808 

18 张华平 机械设备部 13685915658 39 朱倩 HSE 部 13506018966 

19 刘翔 机械设备部 13808529981 40    

20 傅峻松 机械设备部 13506040799 41    

21 陈峻 机械设备部 1350607947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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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

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

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

6/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

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

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

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

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

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

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

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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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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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

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

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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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孙晓晓 (870)23881 1332888986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翁志凡 (87)799091 13860799195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

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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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

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

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

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

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

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

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

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

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

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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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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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

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

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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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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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海关驻肖厝办事处 0595-68166295 

查验科吴志伟科长

（13906993500），科员杨

伟俊（13860746300）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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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

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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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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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
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99 

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表 2.1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5 个 
炼油一业务团

队 
  

6 个 
炼油二业务团

队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2 个 芳烃业务团队   

5 个 
聚烯烃业务团

队 
  

9 个 
公用工程业务

团队 
  

5 个 储运业务团队   

5 个 码头业务团队   

2 个 EO/EG   

1 个 计量站   

2 个 调度   

8 个 设备部   

6 个 技术部   

8 个 HSE 部   

1 个 人力资源部   

1 个 财务部   

1 个 总裁办   

1 个 党群工作部   

2 个 市场部   

1 个 供应流通部   

1 个 PMG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特种车 1 台 机关   

指挥车（猎豹）非特种车 1 台 保卫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那泡沫干粉

联用车（TLF60/60-60+3000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2  沃尔沃泡沫车

（ZXF5380GXFP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3  70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70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4  25 米三项射流消

防车（MX5340JXFJP25/SS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5  卢森堡亚泡沫车

（TLF12.001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6  豪泺 18吨泡沫车

（BBS5320GXFP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7  气防救护车

（YQFFH060A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1008  解放泡沫车

（SGX5260GXFP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100 

FL 消 1009  庆铃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55W 型） 
1 台 一大队   

FL 消 2001  豪沃 16吨泡沫车

（HXF5300GXFP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2002  豪泺 15吨泡沫干

粉联用车

（BBS5260TXFG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2003  威马 45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2004  斯太尔王 290 泡

沫车（HXF5250GXFP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2005  解放泡沫车

（SGX5260GXFP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2006  奔驰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FL 消 3001  豪沃 18吨泡沫车

（BX5320GXFPM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FL 消 3002  豪沃 18吨泡沫车

（BX5320GXFPM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FL 消 3003  斯太尔王泡沫干

粉联用车（ZZ1256M4346F 型） 
1 台 三大队   

FL 消 3004  威马 45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FL 消 4001  豪沃 16吨泡沫车

（HXF5300GXFP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FL 消 4002  斯太尔王 290 泡

沫车（HXF5250GXFP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FL 消 4003  斯太尔王 266 泡

沫车（HXF5250GXFP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FL 消 4004  斯太尔王 266 泡

沫车（HXF5250GXFP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非特种车 1 台 战训   

全顺面包车 1 台 防检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车 1 台 机关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车 1 台 保卫   

身体防

护 

避火服 4套 
一、二、三、四

大队 
  

防化服（TYCHEMRC） 

9套 炼一团队   

4套 炼二团队   

6套 公用团队   

2套 储运团队   

2套 烯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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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 聚烯烃团队   

2套 芳烃团队   

2套 EO/EG团队   

80套 消防支队   

隔热服 

9 套 炼一团队   

4 套 炼二团队   

5 套 公用团队   

2 套 烯烃团队   

3 套 聚烯烃团队   

3 套 芳烃团队   

2 套 EO/EG 团队   

114 套 消防支队   

气密防化服 30 套 
一、二、三、四

大队 
  

防酸防碱服（175、180/封闭式

面罩） 
4 套 烯烃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手部防

护 
防酸碱手套 50 双 聚烯烃   

呼吸防

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181 套 消防支队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防毒面罩 

MP3，

82 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MP4，

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MP5，

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MP7，

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MC-OWOO-Y-CN-OO   ） 
20 台 消防支队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GAXT-H

（H2S）） 
29 台 消防支队   

侦检类 

氧气气体检测仪（GAXT-X

（O2）） 
4 台 消防支队   

氨气气体检测仪（GAXT-A

（NH3）） 
2 台 消防支队   

氯气气体检测仪（GAXT-C

（CL2）） 
1 台 消防支队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仪

（GAXT-M（CO）） 
2 台 消防支队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38 部 炼一   

33 部 炼二   

10 部 烯烃   

12 部 芳烃   

1 部 聚烯烃   

66 部 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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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部 储运   

7 部 码头   

22 部 维保   

3 部 质保   

11 部 维修计划   

40 部 仪表   

16 部 电维   

7 部 电运   

24 部 钳工   

18 部 综合维修   

2 部 技规设计   

5 部 技规工艺   

1 部 DCS   

25 部 HSE   

61 部 消防   

19 部 化验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SDY-6D\6 座） 3 台 保卫   

PC 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规格 1.6 米） 
20 把 保卫   

防暴胸叉（收 1 米，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

2.2 米） 
15 根 保卫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

度 55cm，共三节） 
10 把 保卫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盾牌 20 块 保卫   

防爆手电筒（海洋王

JW7623/HZ） 
9 把 保卫   

防爆手电筒（JW7301/HL） 1 把 保卫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救生类 

担架 8副 消防支队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空气呼吸器（RHZKF6.8/30）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

室 
  

空气呼吸器（RHZKF6.8/30） 181 套 消防支队   

救生圈 2个 EO/EG   

抢险类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4kg） 8瓶 炼一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4kg） 10瓶 码头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4kg） 52瓶 供应流通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5kg） 246瓶 聚烯烃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5kg） 58瓶 供应流通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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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640瓶 芳烃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手提式ABC干粉灭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手提式

9kg） 
64瓶 烯烃团队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手提式

9kg） 
34瓶 芳烃团队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手提式

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推车式

25kg） 
9瓶 芳烃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4瓶 炼一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10瓶 炼二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2瓶 烯烃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18瓶 公用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4瓶 储运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70瓶 码头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8瓶 人力资源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152瓶 技术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1020瓶 设备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3kg） 12瓶 供应流通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5kg） 90瓶 炼二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5kg） 6瓶 码头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5kg） 4瓶 技术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5kg） 156瓶 设备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7kg） 30瓶 炼一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7kg） 4瓶 聚烯烃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7kg） 2瓶 储运团队   

手提式CO2灭火器（7kg） 59瓶 技术部   

手提式CO2灭火器（7kg） 98瓶 设备部   

推车式CO2灭火器（24kg） 2瓶 烯烃团队   

推车式CO2灭火器（24kg） 1瓶 码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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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式CO2灭火器（24kg） 22瓶 技术部   

推车式CO2灭火器（24kg） 21瓶 设备部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25Kg） 21瓶 聚烯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46瓶 炼一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51瓶 炼二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51瓶 烯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11瓶 芳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25瓶 聚烯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12瓶 聚烯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12瓶 公用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38瓶 储运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53瓶 码头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Kg） 13瓶 设备部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23kg） 16瓶 供应流通部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10kg） 4瓶 聚烯烃团队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清水泡沫灭火剂（6%多功能） 5 吨 库存   

清水泡沫灭火剂（6%高倍数） 5 吨 库存   

清水泡沫灭火剂（6%水成膜） 40 吨 库存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3%抗溶耐海

水） 
30 吨 库存   

沙袋（25KG） 

400 包 一大队   

30 包 EO/EG   

60 包 炼油二   

200 包 芳烃   

50 包 公用   

两轮手推车 1部 EO/EG   

铁锹 

20 把 一大队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10 把 EO/EG   

20 把 储运   

10 把 芳烃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铁桶 8 个 储运   

围油栏（外径 90cm,长 20m） 2 条 公用   

消防手台泵（VC52AS） 3 台 一、二大队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MCH16/ETS 

SILENT) 
1 台 气防站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J3EH) 1 台 气防站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超声波清洗槽(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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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绳 10 条 EO/EG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防火毯（长50Ｍ,宽1.2M,厚8MM

的玻璃纤维） 

3 袋 储运   

40 米 芳烃   

5 卷 聚烯烃   

2 卷 公用   

吸油毡 

2 吨 三大队   

50KG EO/EG   

75KG 储运   

1250KG 烯烃   

1250KG 芳烃   

500KG 聚烯烃   

125KG 公用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30 部 总调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

理 
  

56 部 炼油一   

100 部 炼油二   

67 部 公用工程   

44 部 储运   

40 部 码头   

46 部 烯烃   

42 部 芳烃   

41 部 聚烯烃   

22 部 EO/EG   

70 部 
HSE 部消防支

队 
  

65 部 
HSE 部安保团

队 
  

72 部 机械设备部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4 台 
一、二、三、四

大队 
  

海洋王灯具 74 个 炼油二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50  个 储运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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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吸油毡（PP-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

房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

房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

码头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

房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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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

房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

房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

（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

房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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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

房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

房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

房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

房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

房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

房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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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产品质量中心监测站应急监测用仪器设备清单 

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VOC 检测仪 PGM-7340 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苯气体检测仪 PGM-7200 1 苯蒸汽 

复合式气体检测仪 PGM-7840 1 H2S、CO、Cl2、SO2、可燃气 

复合式气体检测仪 PGM-7800 1 NO、NO2、NH3、PH3、可燃气 

数字声级计 AWA5610P 3 噪声 

气相色谱仪 7890 1 水质苯系物 

气相色谱仪 7890 1 气体中苯系物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IS5 2 水中油含量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DR2800 2 水中 COD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R5000 1 水中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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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应急指挥中心对讲机台账（专用应急频道） 

附表 3.1  应急指挥中心对讲机台账（专用应急频道） 

序号 单位 岗位 姓名 ID 码 组 ID 

1 应急指挥中心 公司领导 安文佑 1222 120 

2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10 120 

3 应急指挥中心 公司领导 赵天星 1212 120 

4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16 120 

5 应急指挥中心 HSE 部 王阶平 1208 120 

6 应急指挥中心 HSE 部 梁生于 1207 120 

7 应急指挥中心 HSE 部 孟宪国 1214 120 

8 应急指挥中心 机械设备部 刘翔 1215 120 

9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19 120 

10 应急指挥中心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袁华东（在总调） 1217 120 

11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康庆山 1209 120 

12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05 120 

13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01 120 

14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03 120 

15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24 120 

16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00 120 

17 应急指挥中心 产品质量中心 林敏亮 1206 120 

18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13 120 

19 应急指挥中心 供应流通部 郑祖芳 1211 120 

20 应急指挥中心 生产部 陈军晖 121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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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主要危险物质特性简表 

附表 4-1 主要危险物质的主要危险有害特性数据表 

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1 原油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967 1267 350 -20~100 1.1~8.7 甲 -- B -- 易燃、爆炸 

2 汽油 第 3.1 类易燃液体 1630 1203 255~390 -43 1.4~7.6 甲 -- B Ⅳ 易燃、爆炸、毒害 

3 石脑油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964  480~510 ＜-18 1.1~5.9 甲 -- B -- 易燃、爆炸 

4 煤油 第 3.3 类易燃液体 1571 1223 280~456 ≥40 1.1~7.6 乙 -- A -- 易燃、爆炸 

5 柴油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 1202 257 38  丙  A  可燃，具刺激性 

6 渣油 可燃液体 /     丙  B  可燃，具刺激性 

7 二乙醇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566 
 

662 137 1.6~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8 MDEA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 
 

662 137 1.6~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9 液化石油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548 1057 426~537 -74 
2.25~9.6

5 
甲

1000(TWA) 
A 

1500(STEL) 
Ⅳ 易燃、爆炸、毒害 

10  丙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40 1077 405 -108 1.0~15 甲 -- -- 易燃、爆炸 

11  丙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39 1978 450 -104 2.1~9.5 甲 -- -- 易燃、爆炸 

12  丁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778 1011 405 -60 1.9~8.5 甲 -- -- 易燃、爆炸 

13  正己烷 第 3.1 类易燃液体 2789 1208 225 -22 1.1~7.5 甲 -- -- 易燃、爆炸 

14  干气（甲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188 1971 482~632 -- 5~14 甲 -- -- 易燃、爆炸 

15  硫化氢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289 1053 260 ＜-50 4.0~46 甲 10（MAC） Ⅱ 易燃、爆炸、危害 

16  氢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648 1049 500 ＜-50 4.1~74.1 甲 -- -- 易燃、爆炸 

17  一氧化碳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563 
1016 

610 ＜-50 
12.5~74.

2 
乙 

20(TWA) 
30(STEL) 

Ⅱ 易燃、爆炸 

18  二氧化碳 第 2.2 类不燃气体 642 1013 -- -- -- 戊 
9000(TWA) 

18000(STEL) 
--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19  二硫化碳 第 3.1 类易燃液体 494 1131 90 -30 1.0~60.0 甲 
5(TWA) 

10(STEL) 
Ⅱ 易燃、爆炸、毒害 

20  二氧化硫 第 2.3 类有毒气体 639 
1079 

-- -- -- -- 
5(TWA) 

10(STEL) 
Ⅲ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21  硫磺 第 4.1 类易燃固体 1290 1350 232 207 2.3g/m 乙 
3
 总尘：8 -- 易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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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22  氮[压缩的] 第 2.2 类不燃气体 172 1066 -- -- -- 不燃 窒息 --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23  氧[液化的] 第 2.2 类不燃气体 2528 1073 -- -- -- 乙 -- -- 助燃 

24  氢氧化钠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1669 1823 -- -- -- -- 2（MAC） Ⅳ 腐蚀、灼伤 

25  硫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1302 
1830 

-- -- -- 助燃 
1(TWA) 
2(STEL) 

Ⅲ 腐蚀、灼伤 

26  盐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2507 1789 -- -- -- -- 7.5（MAC） Ⅲ 腐蚀、灼伤 

27  硝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2285 2031 -- -- -- 乙 -- Ⅲ 腐蚀、灼伤 

28  甲基叔丁基醚 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1148 2398  -10 1.6~15.1 甲  B  易燃，具刺激性 

29  1-己烯 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1006 2370 253 -20 1.2~6.9 甲  B  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30  氯化二乙基铝 第 4.2 类自燃物品 1462        自燃物品，有毒，具强刺激性 

31  氯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1535 1495       助燃，具刺激性 

32  次氯酸钠溶液 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166 
1908 

      
不燃，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具致敏性 

33  甲醇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022 
1230 

385 11 5.5~44.0 甲
25(TWA) 

B 
5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4  氨[液化的] 第 2.3 类有毒气体 2 
1005 

651 -- 
15.7~27.

4 
乙 

20(TWA) 
30(STEL) 

Ⅳ 毒害 

35  苯 第 3.2 类易燃液体 49 
1114 

560 -11 1.2~8.0 甲
6(TWA) 

B 
10(STEL) 

Ⅰ 易燃、爆炸、毒害 

36  甲苯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014 
1294 

535 4 1.2~7.0 甲
50(TWA) 

B 
10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7  对二甲苯 第 3.3 类易燃液体 357 
1307 

525 25～30 1.1~7.0 甲
50(TWA) 

B 
10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8  乙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662 1962 425  2.7~36 甲   易燃 

39  乙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661 1961 472 <-50 3.0~16 甲   易燃，具窒息性 

40  1-丁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38 1012 385 -80 1.6~10.0 甲   易燃 

41  对二乙基苯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686 2049 430 56 0.8~ 乙  B  易燃，具刺激性 

42  二甲基二硫 第 3.2 类易燃液体 492 2381 300 16 1.1~16.0 甲 -- B Ⅰ 易燃、爆炸、毒害 

43  三乙基铝 第 4.2 类自燃物品 1917 3051  ﹤-52 -- 甲 -- -- 自燃 

44  1,3-丁二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23 1010 415  1.4~16.3    易燃，具刺激性 

45  二甲基甲酰胺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60 2265 445 58 2.2~15.2    易燃，具刺激性 



 

113 

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46  亚硝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2492 1500       助燃 

47  乙基乙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30 2452  <-6.7     易燃，具刺激性 

48  乙烯基乙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828 1954  <-5 2~100    易燃 

49  糠醛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1235 1199 315 60 2.1~19.3    易燃，具强刺激性 

50  三氯异氰尿酸 第 5.1 类氧化剂 / 2468       助燃，具强刺激性 

51  二氯异氰尿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 2465       助燃，具强刺激性 

52  2，2-二羟基二丙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707 
 

 126.7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

致人体灼伤 

53  异戊烷 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1114 1265 420 -56 1.4~7.6 甲  B  极度易燃 

54  环己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942 
2357 

293 32  乙  A  
易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 

55  六氟化硫 第 2.2 类不燃气体 1341 1080       
本品不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

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56  环氧乙烷 第 2.3 类毒性气体 981 1040 429 ＜-18 3.0-100 甲  B  易燃、爆炸、毒害 

57  二氯乙烷 第 3.2 类易燃液体 556 2362  -10 5.6~16 甲  B  易燃、爆炸 

58  沥青 可燃固体 / 1999 485 204.4 ~30 丙   可燃，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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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危险有害因素分布 

附表 5-1  生产、储存、装卸过程中主要危险化学品及危险有害因素分布 

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炼油一业

务团队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硫化氢和轻烃、

瓦斯等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粉尘、腐蚀等 

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轻烃、原料气、石脑油、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

甲基二乙醇胺(MDEA)、凝缩油、汽油、等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硫醇装置 
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

(MDEA)、氢氧化钠 

170 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燃料气、正丁烷、渣油、甲烷、乙烷 

2×10 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尾气处理装置 
酸性气、氨、硫化氢、硫磺、氢、SO2、甲基二乙醇胺

(MDEA)、烃类等 

2×390 吨/小时 MDEA 溶剂再生装置 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MDEA)、硫化氢、 

200 吨/小时含硫污水汽提装置 干气、氨、硫化氢、轻烃、NaOH 

碱渣处理装置 氢氧化钠、硫化钠、尾气、液化气、汽油馏分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柴油、氢、硫化氢、甲基二乙醇胺(MDEA)、

低分气、二硫化碳、DMDS、氮气、二甲基二硫 

120 万吨/年航煤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煤油、氢、硫化氢、燃料气、二硫化碳、二

甲基二硫、氮气、二甲基二硫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氢、硫化氢、石脑油、柴油、轻烃、甲基二乙醇胺

(MDEA)、燃料气、液化气、二硫化碳、二甲基二硫、

低分气、乙烯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氢气、硫化氢、石脑油、柴油、甲基二乙醇胺(MDEA)、

干气、燃料气、二硫化碳、二甲基二硫、氮气 

80000Nm
3 干气、氢气、低分气、乙烯等 /h原料气氢提纯装置（PSA) 

炼油二业

务团队 

4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重油、硫化氢和

轻烃、燃料气、瓦斯等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射线危害、噪声、粉尘、腐蚀等 

21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汽油、柴油、干气、液化气、硫化氢、二氧化硫、重

油 

12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石油气、干气、丙烯、丙烷、轻C4、C5、硫化氢、

氢氧化钠和氮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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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27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石油气、干气、丙烯、丙烷、轻C4、C5、硫化氢、

氢氧化钠和氮气等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

(MDEA)、氢氧化钠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柴油、氢、硫化氢、甲基二乙醇胺(MDEA)、

低分气 

3 万吨/年 MTBE 装置 混合碳 4、甲醇、MTBE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氢气、石脑油、液化气、汽油、H2S、氮气、苯类芳烃、

轻烃类、碱、氨、氮气 

60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 汽油、液化石油气、干气、硫化氢、燃料气、柴油 

78 吨/小时污水汽提装置 干气、氨、硫化氢、酸性气、一氧化碳 

烯烃业务

团队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炼厂C3/C4、乙烯、

丙烯、氢气、甲烷、混合C4、汽油、裂解柴油、裂解

燃料油、氢氧化钠、乙炔、芳烃、硫化氢、CO、CO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等 

2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 装置 
抽余C4、甲醇、异丁烯、MTBE、异丁烷、丁烯-1、燃

料气、丁烯-2、正丁烷、1,3-丁二烯 

6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混合 C4（主要组份情况，其中 1,3-丁二烯占 47.6%wt、

1-丁烯占 16.9%wt、 2-丁烯占 8.5%wt、异丁烯

19.9%wt、丁烷 5.7%wt，其余为少量的乙基乙炔、乙

烯基乙炔、1,2-丁二烯等）、二甲基甲酰胺（DMF）、

1,3-丁二烯、燃料气、燃烧油、亚硝酸钠、甲苯、氮气、

糠醛、对叔丁基邻苯二酚、甲基乙炔、丁烷、甲苯、

氮气 

12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混合 C4（主要组份情况，其中 1,3-丁二烯占 47.6%wt、

1-丁烯占 16.9%wt、 2-丁烯占 8.5%wt、异丁烯

19.9%wt、丁烷 5.7%wt，其余为少量的乙基乙炔、乙

烯基乙炔、1,2-丁二烯等）、二甲基甲酰胺（DMF）、

1,3-丁二烯、燃料气、燃烧油、亚硝酸钠、甲苯、氮气、

糠醛、对叔丁基邻苯二酚、甲基乙炔、丁烷、甲苯、

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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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芳烃业务

团队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石脑油加氢、140

万吨/年连续重整、抽提蒸馏、二甲苯分馏、

歧化、吸附分离和异构化） 

石脑油、汽油、氢、苯、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乙苯、邻二甲苯、燃料气、轻烃、H2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射线危害、噪声等 
S、氮气等 

聚烯烃业

务团队 

90万吨/年聚乙烯装置（45万吨/年LLDPE;45

万吨/年 HDPE) 

乙烯、丁烯、己烯、乙炔、CO、甲醇、CO2、氮气、

氢气、异戊烷、一氯二乙基铝、己烯-1、氯气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粉尘爆炸、中毒和

窒息、灼烫、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射线危害、粉

尘等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HCl、一氧化碳、氮气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HCl、一氧化碳、氮气 

公用工程

业务团队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 
氧气、氢气、氢氧化钠、H2S、NH3、CO、CO2、甲

醇、丙烯、氮气、LPG、CH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锅炉爆炸、中毒和

窒息、灼烫、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粉尘等 
4 

220kV 变电站 六氟化硫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 

污水处理厂、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硝酸、硫酸、碱液、次氯酸钠、氯酸钠、H2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淹溺 
S 

化学药剂站 甲醇、液氨、液碱、硫酸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 

储运业务

团队 

厂区危险化学品储罐（228座、气柜20000m
3 汽油、石脑油、己烯-1、芳烃抽余油、加氢尾油、异戊

烷、液化气、C4、丁二烯、乙烯、丙烯、丁烯 
)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车辆伤害等 

鲤鱼尾油港区（储罐 45 座） 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石脑油、丁二烯、丙烯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 

青兰山中转原油库（储罐 4 座） 原油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 

液化气装车站 液化气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车辆伤害 

丙烯汽车装车站 丙烯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车辆伤害 

危险化学品库、三乙基铝库、过氧化物库 
对叔丁基邻苯二酚、一氯二乙基铝、三乙基铝、引发

剂\过氧化物 301，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车辆伤害等 

硫磺库 硫磺 火灾、车辆伤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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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EO/EG 

团队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装

置（含 EO 罐区） 
乙烯、氧气、甲烷、五氧化二钒、环氧乙烷、乙二醇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等 

消防 消防水池、水泵房 / 机械伤害、触电、淹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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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及辨识分级 

附表 6-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 

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一单元 

（老炼油 

装置区） 

4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石脑油、煤油、柴油、原油、硫化

氢、干气 
 

21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汽油、柴油、液化气、干气  

12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丙烯、丙烷  

27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丙烯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液化气、硫化氢、干气、汽油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

制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3 万吨/年 MTBE 装置 MTBE、甲醇、C4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汽油、氢气、液化气  

78 吨/小时污水汽提装置 硫化氢、氨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 
汽油、苯、氢气、PX、液化气、燃

料气 
 

40 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 
C6~ C8  馏分、C8  馏分、抽余

油、苯、甲苯 
 

二单元 

（老炼油 

罐区） 

催化重整原料及不合格汽油罐区 12# 重整原料、不合格汽油  

原油罐区 13# 原油  

重油催化和焦化原料罐区 14# 催化原料、焦化原料、重油 
不构成危

险化学品 

丙烯罐区 16# 丙烯、戊烷  

气分原料液化气罐区 17# 液化气  

航煤罐区 18# 航煤  

液化气和丙烯罐区 26# 液化气、丙烯  

液化气装车站 28# 液化气  

丙烯汽车装车站 29# 丙烯  

化学药剂站 32# 碱渣、甲醇、氨水、液氨  

干式气柜 燃料气  

5540PX 柴油罐区 苯 
新增二座

苯罐 

三单元 

（新炼油

罐区） 

汽油罐区 22#（1-8） 汽油  

轻柴油罐区 23# 柴油  

轻质油罐区 96# 航煤、甲苯、抽余油、石脑油  

汽油罐区 22-1# 汽油 
新增二座

抽余油罐 

原油罐区 5110# 原油  

渣油罐区 5120# 渣油 
不属于危

险化学品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氢气  

污水处理厂、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硝酸、硫酸、碱液、次氯酸钠  

120万吨/年S-Zorb催化汽油吸附脱硫

装置 

汽油、氢气、二甲基二硫醚、燃料

气、二氧化硫 
新建 

四单元 60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 汽油、柴油、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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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硫磺及 

焦化区） 

2×10 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 硫化氢、硫磺、二氧化硫  

MDEA 溶剂再生装置 硫化氢、二氧化硫  

200 吨/小时含硫污水汽提装置 硫化氢  

碱渣处理装置 尾气（硫化氢）  

五单元 

（新炼油 

装置区）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石脑油、柴油、原油、煤油、硫化

氢、液化气、燃料气 
改建 

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石脑油、干气、液化气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硫醇装置 液化气、硫化氢、干气  

170 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脱沥青油、溶剂（C4）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120 万吨/年航煤加氢精制装置 煤油、氢气、硫化氢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石脑油、氢气、硫化氢、氨 改建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80000Nm
3

氢气 
 /h 原料气氢提纯装置

（PSA）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 氢气  

六单元 

（新炼油 

罐区） 

加氢处理及加氢裂化原料罐区 5210# 蜡油、脱沥青油  

加氢处理及加氢裂化原料罐区 5220# 柴油、航煤、催化原料  

污油、催化柴油及废甲醇罐区 5910# 柴油、甲醇、导热油  

6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二甲基甲酰胺、C4、丁二烯 新建 

23 万吨/年干气回收装置 氢气、汽油、乙烯、丙烯 新建 

七单元 

（乙烯装 

置区）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乙烯、丙烯、氢气、乙烷、

丙烷、C4、C5、甲烷 
改建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汽油、氢气 改建 

八单元 

（聚烯烃 

及C 4 联

合装置

区）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乙烯、丁烯-1、氢气、三乙基铝、

一氧化碳 
改建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一

氧化碳 
改建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 装置 MTBE、丁烯、甲醇 改建 

12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C4  

危险化学品库 三乙基铝  

九单元 

（化工罐 

区） 

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一）5610# 石脑油、汽油  

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二）5620# 汽油、抽余油、己烯-1 

新增一座

裂解汽油

罐 

乙烯原料罐区（三）5630# 液化气、C4、石脑油 
新增一座

C4 罐 

PE 及乙烯原料罐区（四）5640# 
乙烯、丙烯、丁烯、异戊烷、未加

氢 C5 

新增三座

未加氢

C5 罐 

乙烯、丙烯低温罐区 5660# 乙烯、丙烯  

乙烯原料罐区（五） 加氢裂化尾油 新建 

乙烯原料罐区（六） 重石脑油 新建 

十单元 鲤鱼尾油港区（储罐 48 座） 原油、汽油、柴油、煤油、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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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丁烯 

十一单元 青兰山中转原油库（储罐 4 座） 原油  

十二单元 
南山片区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

醇（EO/EG）装置（含 EO 罐区） 

乙烯、氧气、甲烷、五氧化二钒、

环氧乙烷 

新建，EO

罐区未验

收 
 

表 6.3-1  各装置单元划分表 

号 
团队名称 装置名称 备注 

1.  炼油一业务团队 80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2.  260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3.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硫醇装置  

4.  170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5.  2×10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尾气处理装置  

6.  MDEA溶剂再生装置  

7.  200吨/小时含硫污水汽提装置  

8.  碱渣处理装置  

9.  280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10.  120万吨/年航煤加氢精制装置  

11.  250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12.  65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13.  230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14.  80000Nm3  /h原料气氢提纯装置（PSA) 

15.  23万吨/年干气回收装置  

16.  炼油二业务团队 40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17.  23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18.  12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19.  27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20.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该装置部分拆除

（拆除汽油氧化

脱硫醇装置） 

21.  80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22.  3万吨/年 MTBE装置  

23.  30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24.  78吨/小时污水汽提装置  

25.  120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  

26.  烯烃业务团队 99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27.  10/4.5万吨/年 MTBE/丁烯-1装置  

28.  12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29.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30.  6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31.  2万吨/年 C4尾气加氢装置  

32.  5660#乙烯、丙烯低温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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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团队名称 装置名称 备注 

33.  芳烃业务团队 7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石脑油加氢、140

万吨/年连续重整、抽提蒸馏、二甲苯分馏、歧化、

吸附分离和异构化） 

 

34.  40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  

35.  7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中间罐区  

36.  聚烯烃业务团队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37.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38.  12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39.  EO/EG团队 南山片区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醇

（EO/EG）装置 
 

40.  南山片区 EO罐区  

41.  公用工程业务团

队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  

42.  污水处理厂  

43.  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44.  储运业务团队 
液化气装车站  

45.  丙烯汽车装车站  

46.  化学药剂站液氨储罐  

47.  化学药剂站甲醇储罐  

表 6.3-2  储存单元划分表 

号 
所在位置名称 装置名称 备注 

1.  厂区内 催化重整原料及不合格汽油罐区  

2.  原油罐区  

3.  丙烯罐区  

4.  气分原料液化气罐区  

5.  航煤罐区  

6.  汽油罐区  

7.  轻柴油罐区  

8.  液化气和丙烯罐区  

9.  轻质油罐区  

10.  燃料油及不合格柴油罐区  

11.  汽油罐区  

12.  5110#原油罐区  

13.  5210#加氢处理及加氢裂化原料罐区  

14.  5220#柴油加氢、航煤加氢及催化裂化原料罐区  

15.  5400#液化气罐区  

16.  5540#PX、柴油罐区  

17.  5550#苯、焦化汽柴油加氢原料罐区  

18.  5610#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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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所在位置名称 装置名称 备注 

19.  5620#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二）  

20.  5630#乙烯原料罐区（三）  

21.  5640#PE 及乙烯原料罐区（四）  

22.  乙烯原料罐区（五）  

23.  乙烯原料罐区（六）  

24.  94#燃料油罐区  

25.  5910#污油、催化柴油及废甲醇罐区  

26.  鲤鱼尾油库区 100 单元原油罐区  

27.  101 单元柴油罐区  

28.  102 单元汽油罐区  

29.  
 
103 单元航煤甲醇罐区  

30.  201 单元原油罐区  

31.  202 单元原油罐区  

32.  203 单元原油罐区  

33.  204 单元汽油、柴油罐区  

34.  207 单元丙烯、丁二烯罐区  

35.  456 单元航煤罐区  

36.  青兰山库区 8510#原油罐区  

37.  供应流通部 危险化学品库：乙类库  

38.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库 5号  

39.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库 6号  

40.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库 7号  

41.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库 8号  

 

附表 6-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 

重大危险源单元

名称 
危险化学品名称 危险化学品类别 βi qi/Qi α R 级别 

一单元 

(炼油二业务团队）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354 

2 72.595 二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2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466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224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615 

对二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648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14 

MTBE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35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6.01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848 

C4 易燃气体 1.5 0.32 

氢气 易燃气体 1.5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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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 易燃气体 1.5 3.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3.4 

氨 毒性气体 2 0.134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0.698 

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48 

C6~ C8  馏分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4 

C8  馏分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63 

抽余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77 

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34 

二单元 

(老炼油罐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12 

2 
726.31

6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3.2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36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256 

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70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117.4 

丙烯 易燃气体 1.5 155 

氨 毒性气体 2 8.0 

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9.54 

三单元(新炼油罐

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5.36 

2 459. 89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98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08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68 

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56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42 

丙烯 易燃气体 1.5 4.56 

二甲基二硫醚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5 

燃料气 易燃气体 1.5 0.035 

二氧化硫 毒性气体 2 0.001 

四单元 

(硫磺及焦化区）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48 

2 21.067 三级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53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1178 

二氧化硫 毒性气体 2 0.072 

氨 毒性气体 2 0.455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1.354 

五单元 

(炼油一业务团队）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92 

2 50.001 二级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3218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77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215 

脱沥青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9 

液化气、燃料气 易燃气体 1.5 3.52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944 

C4 溶剂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315 

氢气 易燃气体 1.5 4.69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1.336 

氨 毒性气体 2 0.062 

六单元 

(新炼油罐区）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08 

2 63.003 二级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24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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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沥青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6 

二甲基甲酰胺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626 

C4 易燃气体 1.5 0.32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5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0004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8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04 

丙烯 易燃气体 1.5 9 

七单元 

(烯烃业务团队）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44 

2 61.624 二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515 

乙烯 易燃气体 1.5 3.6 

丙烯 易燃气体 1.5 8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428 

乙烷 易燃气体 1.5 1.5 

丙烷 易燃气体 1.5 0.67 

C4 易燃气体 1.5 2.4 

C5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55 

甲烷 易燃气体 1.5 0.09 

八单元 

(聚烯烃业务团队） 

MTBE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4 

2 
101.13

4 
一级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 

异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24 

己烯-1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89 

三乙基铝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37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33 

丁烯-1 易燃气体 1.5 6.76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19.6 

氢气 易燃气体 1.5 1.2 

C4 易燃气体 1.5 0.30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0.72 

一氧化碳 毒性气体 2 0.014 

九单元 

(化工罐区）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89.26 

2 
4152.7

7 
一级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3.104 

己烯-1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2 

芳烃抽余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2 

加氢尾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262 

异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52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96 

C4 易燃气体 1.5 92.5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92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87.2 

丙烯 易燃气体 1.5 576 

丁烯 易燃气体 1.5 160 

未加氢C5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371 

十单元(鲤鱼尾油

库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99.84 

2 
1442.3

2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52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4.32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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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28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2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96 

十一单元(青兰山

油库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76.8 1 76.8 二级 

十二单元(南山片

区，EO/EG 装置、

库区） 

乙烯 易燃气体 1.5 0.688 

1 256.01 一级 

氧气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68 

甲烷 易燃气体 1.5 0.02 

五氧化二钒 毒性物质 2 0.04 

环氧乙烷 毒性气体 2 127.35 
 

6.5.1 主厂区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重大危险源分级 

6.5.1.1 炼油一业务团队 

表 6.5-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炼油一业务团

队 800万吨/年

常减压蒸馏装

置 

燃料气 W2 1.9 

 

1.5 5.7 

34.56 三级 

煤油 W5.4 0.07 1 0.14 

石脑油 W5.3 0.05 1 0.10 

柴油 W5.4 0.09 1 0.18 

原油 
W5.2 12.48 1 24.96 

W5.3 1.10 1 2.20 

硫化氢 表 1 0.13 5 1.28 

 
260 万吨/年轻

烃回收装置 

石脑油 W5.3 1.6  

 

 

1 3.2 

11.6 三级 液化气 表 1 2.48 1.5 7.44 

干气 W2 0.32 1.5 0.96 

 

炼油一业务团

队气体脱硫、

液化气脱硫醇

装置 

干气 W2 2.2 

 

1.5 6.6 

9.40 四级 
液化气 表 1 0.6 1.5 1.8 

石脑油 W5.3 0.05 1 0.1 

硫化氢 表 1 0.09 5 0.90 

 

炼油一业务团

队 170万吨/年

溶剂脱沥青装

置 

脱 沥 青

油 

W5.2 1.96 

 

1 3.92 

17.73 三级 

W5.4 0.002 1 0.004 

溶 剂

（C4) 

W5.1 0.07 1.5 0.21 

W5.2 6.75 1 13.50 

W5.3 0.05 1 0.10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80万吨/年

柴油加氢精制

装置 

柴油 
W5.2 1.03 

 

1 2.06 

5.71 四级 

W5.4 0.08 1 0.15 

氢气 表 1 0.3 1.5 0.9 

石脑油 W5.3 0.001 1 0.002 

硫化氢 表 1 0.26 5 2.6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50万吨/年

加氢裂化装置 

石脑油 

W5.1 3.93 

 

1.5 11.79 

26.58 三级 

W5.2 1.29 1 2.58 

W5.3 0.14 1 0.28 

氨 表 1 0.06 2 0.24 

氢气 表 1 1.63 1.5 4.89 

硫化氢 表 1 0.68 5 6.8 

 
65 万吨/年裂

解汽油加氢装

汽油 表 1 1.52 
 
1 3.04 

3.43 四级 
氢气 表 0.13 1.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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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30万吨/年

加氢处理装置 

柴油 

W5.1 0.51 

 

1.5 1.53 

4.24 四级 

W5.2 0.45 1 0.90 

W5.4 0.01 1 0.02 

氢气 表 1 0.23 1.5 0.69 

硫化氢 表 1 0.11 5 1.10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3 万吨/年

干气回收装置 

氢气 表 1 0.07 

 

1.5 0.21 

11.37 三级 
汽油 表 1 / 1 / 

乙烯 表 1 0.14 1.5 0.42 

丙烯 W2 3.58 1.5 10.74 

6.5.1.2 炼油二业务团队 

表 6.5-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炼油二业务团

队 400万吨/

年常减压蒸馏

装置 

原油 
W5.2 5.66 

 

1 11.32 

49.46 三级 

W5.3 0.52 1 1.04 

煤油 W5.4 0.0006 1 
0.001

2 

柴油 W5.4 0.01 1 0.02 

石脑油 W5.3 0.02 1 0.04 

油气 W2 3.16 1.5 9.48 

汽油 表 1 0.30 1 0.60 

燃料气 Ｗ2 9.03 1.5 27.09 

 

炼油二业务团

队 230 万吨/

年催化裂化装

置 

汽

油 
表 1 3.90 

 

1 7.80 

23.88 三级 
柴油 

W5.2 1.97 1 3.94 

W5.4 0.07 1 0.14 

液化气 表 1 4 1.5 12 

 

炼油二业务团

队 12 万吨/年

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 表 1 1.1 

 

1.5 3.3 

8.46 四级 丙烷 表 1 0.32 1.5 0.96 

丙烯 W2 1.4 1.5 4.2 

 

炼油二业务团

队 27 万吨/年

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 表 1 1.38 

 

1.5 4.14 

11.46 三级 丙烷 表 1 0.44 1.5 1.32 

丙烯 W2 2 1.5 6 

 

炼油二业务团

队气体脱硫、

催化氧化脱硫

醇装置 

干气 W2 2.2 

 

1.5 6.6 

10.80 三级 
液化气 表 1 0.6 1.5 1.8 

汽油 表 1 0.75 1 1.5 

硫化氢 表 1 0.09 5 0.90 

 

炼油二业务团

队 3 万吨/年

MTBE装置 

C4 W2 1.6 

 

1.5 4.8 

4.88 四级 甲醇 表 1 0.01 1 0.02 

MTBE W5.3 0.04 1 0.08 

 

炼油二业务团

队 30 万吨/年

催化重整装置 

汽油 表 1 0.82 

 

1 1.64 

122.81 一级 
氢气 表 1 0.57 1.5 1.71 

液化气 表 1 39.82 1.5 
119.4

6 

 
炼油二业务团

队 120 万吨/

汽油 / 1.00 
 
1 2.00 

2.02 四级 
氢气 / 0.01 1.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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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催化汽油吸

附脱硫装置 

燃料气 W2 0.001 1.5 0.003 

硫化氢 / / 5 / 

6.5.1.3 烯烃业务团队 

表 6.5-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烯烃业务团队

99 万吨/年乙

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 W5.3 0.69 

 

1 1.38 

78.98 二级 

乙烯 表 1 3.6 1.5 10.8 

丙烯 W2 8 1.5 24 

氢气 表 1 0.3 1.5 0.9 

乙烷 W2 1.5 1.5 4.5 

丙烷 表 1 0.13 1.5 0.39 

C4 W2 11.88 1.5 35.64 

C5 W5.3 0.55 1 1.10 

甲烷 表 1 0.09 1.5 0.27 

 

烯烃业务团队

10/4.5 万吨/

年 MTBE/丁烯

-1装置 

MTBE W5.3 0.09 

 

1 0.18 

9.76 四级 
丁烯 W2 3.14 1.5 9.42 

C4 W2 0.001 1.5 0.003 

甲醇 表 1 0.08 1 0.16 

 

烯烃业务团队

12 万吨/年丁

二烯抽提装置 

二 甲 基

甲酰胺 
W5.4 0.08 

 

1 0.16 

97.6 二级 
C4 W2 12.70 1.5 38.1 

丁二烯 表 1 19.78 1.5 59.34 

 

烯烃业务团队

65 吨/年裂解

汽油加氢装置 

汽油 表 1 1.52 

 

1 3.04 

3.43 四级 
氢气 表 1 0.13 1.5 0.39 

 

烯烃业务团队

6万吨/年丁二

烯抽提装置 

二 甲 基

甲酰胺 
W5.4 0.07 

 

1 0.14 

80.03 二级 
C4 W2 10.89 1.5 32.67 

丁二烯 表 1 15.74 1.5 47.22 

 

烯烃业务团队

2 万/年 C4 尾

气加氢 

C4 W2 3 

 

1.5 9 

9.03 四级 
氢气 表 1 0.01 1.5 0.03 

 

烯烃业务团队

5660#乙烯 、丙

烯低温罐区 

乙烯 表 1 168 

 

1.5 504 

1944 一级 
丙烯 W2 480 1.5 1440 

6.5.1.4 聚烯烃业务团队 

表 6.5-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1 

聚烯烃业务团

队 90 万吨/年

聚乙烯装置 

氢气 表 1 0.6 

 

1.5 1.8 

41.09 三级 

乙烯 表 1 0.41 1.5 1.23 

异戊烷 

W5.1 0.1 1.5 0.3 

W5.2 0.06 1 0.12 

W5.3 0.07 1 0.13 

丁烯-1 W2 11.17 1.5 33.51 

一 氧 化 J3 0.001 2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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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三 乙 基

铝 
表 1 2 1 4 

2 

聚烯烃业务团

队 55 万吨/年

聚丙烯装置 

丙烯 W2 5 

 

1.5 15 

21.07 三级 

三 乙 基

铝 
表 1 3 1 6 

一 氧 化

碳 
J3 0.001 2 0.004 

氢气 表 1 0.02 1.5 0.06 

3 

聚烯烃业务团

队 12 万吨/年

聚丙烯装置 

氢气 表 1 0.02 

 

1.5 0.06 

14.74 三级 
三 乙 基

铝 
表 1 0.5 1 1 

丙烯 W2 4.56 1.5 13.68 

6.5.1.5 芳烃业务团队 

表 6.2-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1 

70万吨/

年芳烃联合

装置 

石脑油 

W5.1 1.07 

 

1.5 3.21 

301.00 一级 

W5.2 0.66 1 1.32 

W5.3 0.21 1 0.42 

汽油 表 1 1.02 1 2.04 

苯 表 1 2.74 1 5.48 

氢气 表 1 0.15 1.5 0.45 

燃料气 W2 1.68 1.5 5.04 

甲苯 表 1 0.66 1 1.32 

二甲苯 

W5.1 6.38 1.5 19.14 

W5.2 0.2 1 0.4 

W5.4 0.57 1 1.14 

环丁砜 W5.4 0.02 1 0.04 

液化气 表 1 0.32 1.5 0.96 

对 二 乙

苯 
W5.4 0.21 1 0.42 

丙烷 W2 0.88 1.5 2.64 

C6 W5.1 0.9 1.5 2.7 

C7 W5.1 2.53 1.5 7.59 

HC W2 82.23 1.5 
246.6

9 

2 

40万吨/

年芳烃抽提

装置 

C8馏分 

W5.1 2.54 

 

1.5 7.62 

12.53 三级 

W5.2 0.02 1 0.04 

W5.3 0.006 1 0.01 

抽余油 

W5.1 1.34 1.5 4.02 

W5.2 0.01 1 0.02 

W5.3 0.008 1 0.02 

苯 表 1 0.4 1 0.8 

甲苯 表 1 0.03 1 0.06 

3 
70 万吨/年芳

烃联合装置

C8+重整

油 
W5.4 2.43  1 4.86 56.94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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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罐区 抽 提 进

料 
W5.3 7.74 1 15.48 

歧 化 原

料 
W5.3 7.74 1 15.48 

解析剂 W5.3 7.74 1 15.48 

不 合 格

PX 
W5.4 0.63 1 1.26 

歧 化 白

土 塔 进

料 

W5.3 1.55 1 3.10 

溶剂(环

丁砜) 
W5.4 0.64 1 1.28 

6.5.1.6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表 6.5-6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制氢/汽电联

产 装 置

（IGCC） 

甲醇 表 1 0.81 

 

1 1.62 

38.51 三级 

丙烯 W2 5.15 1.5 15.45 

一 氧 化

碳 
J3 1.86 2 7.44 

氢气 表 1 1.6 1.5 4.8 

硫化氢 表 1 0.92 5 9.2 

 
化学水凝结

水装置 
氨 表 1 1.5  2 6 6 四级 

6.5.2 EOEG 业务团队(南山片区) 

表 6.5-7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1 

南 山 片 区

18/40 万吨/

年环氧乙烷/

乙 二 醇

（EO/EG）装

置 

C2H4 W2 3.44 

 

1.5 10.32 

19.86 三级 

CH4 表 1 0.58 1.5 1.74 

环 氧 乙

烷 
表 1 1.95 2 7.8 

2 
南山片区 EO

罐区 

环 氧 乙

烷 
表 1 125.28  2 

501.1

2 
501.12 一级 

6.5.3 储运业务团队 

表 6.5-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催化重整原料

及不合格汽油

罐区 12# 

汽油 表 1 53.2  1 106.4 106.4 一级 

 原油罐区 13# 原油 W5.3 31.68  1 63.36 63.36 二级 

 丙烯罐区 16# 
戊烷 W5.3 0.68 

 
1 1.36 

226 一级 
丙烯 W2 74.88 1.5 2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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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分原料液化

气罐区 17# 
液化气 表 1 56.2  1.5 168.6 168.6 一级 

 航煤罐区 18# 煤油 W5.4 4.21  1 8.42 8.42 四级 

 汽油罐区 22# 汽油 表 1 133.2  1 266.4 266.4 一级 

 
轻 柴 油 罐 区

23# 
柴油 W5.4 5.48  1 10.96 10.96 四级 

 
液化气和丙烯

罐区 26# 

液化气 表 1 21.06 
 
1.5 63.18 

336.96 一级 
丙烯 W2 91.26 1.5 273.78 

 
液化气装车站

28# 
液化气 表 1 2.34  1.5 7.02 7.02 四级 

 
丙烯汽车装车

站 29# 
丙烯 W2 12.8  1.5 38.4 38.4 三级 

 
燃 料 油 罐 组

94# 
燃料油 W5.4 3.80  1 7.6 7.6 四级 

 
轻 质 油 罐 区

96# 

煤油 W5.4 1.50 

 

1 3 

14.42 三级 
抽余油 W5.3 1.46  2.92 

石脑油 W5.3 1.29  2.58 

甲苯 表 1 2.96 1 5.92 

 
汽 油 罐 区

22-1# 

汽油 表 1 109.40 
 
1 218.8 

221.46 一级 
MTBE W5.3 1.33 1 2.66 

 
5110#原油罐

区 
原油 W5.3 95.04  1 190.08 190.08 一级 

 

5210#加氢处

理及加氢裂化

原料罐区 

脱 沥 青

油 
W5.4 5.6  1 11.2 11.2 三级 

 

5220#柴油加

氢、航煤加氢

及催化裂化原

料罐区 

柴油 W5.4 4.54 

 

1 9.08 

14.7 三级 
煤油 W5.4 2.81 1 5.62 

 
5400#液化气

罐区 

液化气 表 1 120.96 
 
1.5 362.88 3041.2

8 
一级 

丁二烯 表 1 892.8 1.5 2678.4 

 
5540#PX 柴油

罐区 

苯 表 1 158.4 

 

1 316.8 

348.32 一级 柴油 W5.4 6.48 1 12.96 

PX W5.4 9.23 1 18.56 

 

5550#苯、焦化

汽柴油加氢原

料罐区 

苯 表 1 316.8 

 

1 633.6 

648.9 一级 焦 化 汽

柴油 
W5.3 7.65 1 15.3 

 

5610#PX 及乙

烯 原 料 罐 区

(一) 

汽油 表 1 45 

 

1 90 

115.92 一级 

重 石 脑

油 
W5.4 8.64 1 17.28 

轻 石 脑

油 
W5.4 4.32 1 8.64 

 

5620#PX 及乙

烯 原 料 罐 区

(二) 

汽油 表 1 46.62 

 

1 93.24 

108.8 一级 
己烯-1 W5.3 1.21 1 2.42 

芳 烃 抽

余油 
W5.4 6.57 1 13.14 

 
5630#乙烯原

料罐区(三) 

液化气 表 1 120.96 
 
1.5 362.88 2906.6

4 
一级 

C4 W5.2 540 1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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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 W5.3 2.88 1 5.76 

MTBE 原

料 
W5.2 

151.2 
1.5 

 

丁二烯 表 1 334.8 1.5 1004.4 

 

5640#PE 及乙

烯 原 料 罐 区

(四) 

乙烯 表 1 43.92 

 

1.5 131.76 

1498.8

8 
一级 

丙烯 W2 183.6 1.5 550.8 

丁烯 W2 216 1.5 648 

异戊烷 W5.3 0.73 1 1.46 

丁烷 W2 54 1.5 162 

未 加 氢

C5 
W5.3 

2.43 
1 

4.86 

 
乙烯原料罐区

(五) 

加 氢 裂

化尾油 
W5.4 1.46  1 2.92 2.92 四级 

 
乙烯原料罐区

(六) 

重 石 脑

油 
W5.4 1.37  1 2.74 2.74 四级 

 

5910#污油、催

化柴油及废甲

醇罐区 

柴油 W5.4 0.77 

 

1 1.54 

4.38 四级 
甲醇 表 1 1.42 1 2.84 

28. 
化 学 药 剂 站

32#液氨储罐 
液氨 表 1 8  2 32 32 三级 

6.5.4 码头业务团队 

1）鲤鱼尾库区 

表 6.5-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鲤鱼尾库区

100 单 元 原

油罐区 

原油 W5.3 142.56  1 
285.1

2 
285.12 一级 

 

鲤鱼尾库区

101 单 元 柴

油罐区 

柴油 W5.4 6.05 

 

1 12.1 

25.78 三级 
石脑油 W5.3 6.84 1 13.68 

 

鲤鱼尾库区

102 单 元 汽

油罐区 

汽油 表 1 133.2 

 

1 266.4 

268.08 一级 
航煤 W5.4 0.84 1 1.68 

 

鲤鱼尾库区

103 单 元 航

煤甲醇罐区 

燃料油 W5.4 1.56 

 

1 3.12 

3.12 四级 石脑油 W5.3 / 1 / 

沥青 / / 1 / 

 

鲤鱼尾库区

201 单 元 原

油罐区 

原油 W5.3 158.4  1 316.8 316.8 一级 

 

鲤鱼尾库区

202 单 元 原

油罐区 

原油 W5.3 158.4  1 316.8 316.8 一级 

 

鲤鱼尾库区

203 单 元 原

油罐区 

原油 W5.3 158.4  1 316.8 316.8 一级 

 
鲤鱼尾库区

204 单 元 汽

汽油 表 1 166.5 
 
1 333 

378.36 一级 
柴油 W5.4 22.68 1 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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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柴油罐区 

 

鲤鱼尾库区

207 单 元 丙

烯、丁二烯罐

区 

丙烯 W2 183.6 

 

1.5 550.8 

1220.4 一级 
丁二烯 表 1 223.2 1.5 669.6 

 

鲤鱼尾库区

456 单 元 航

煤罐区 

航煤 W5.4 12.64 

 

1 25.28 

66.32 二级 
石脑油 W5.3 20.52 1 41.04 

2）青兰山原油库区 

表 6.5-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1 
青兰山库区

原油罐区 
原油 W5.3 475.2 

.5 
1 712.8 712.8 一级 

6.5.5 供应流通部 

表 6.5-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表 

序号 
装置名称或

位置 

危 险 物

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n  βi Ri R 级别 

1 

危险化学品

库：危化库 7

号 

氯乙烷 W5.3 /  1 / 

36 三级 三 乙 基

铝 
表 1 18  1 36 

2 

危险化学品

库：危化库 8

号 

三 乙 基

铝 
表 1 20.2  1 40.2 40.2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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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业务团队（装置）现场处置方案演练记录表 

 

附表 7.1 福建联合石化应急预案演练登记表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内容 
 

演练负责人 
 

参加人员 
 

演练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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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2  应急演练讲评总结 

时间   地点   

内容 
 

主持人 
 

参加人员   

讲评总结内容 

好的表现 

  

演练差距及整改措施 

演练差距 

控制措

施/整

改措施 

资金来源（资本

性、费用性、管

理性） 

计划

完成

日期 

责

任

人 

实际

关闭

时间 

进

展

描

述  

关闭确认人

（责任人的上

一级主管） 

状态 

（关闭、未

关闭、超

期） 

                  

                  

                  

                  

审核：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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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过程好

的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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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应急管理工程师，由 HSE 部应急管理工程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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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应

急管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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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过程及观察评分表 

演练时

间 
  

演练地

点 
  响应等级   观察人   

演练内

容 
  

演练组织

者 
  

参加演

练人员 
  

序号 演练步骤内容 执行人 标准分 得分 观察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分     
  

  

演练相

对得分 
    

 
  

备注 

1.演练观察评分表及评分标准应根据演练方案分解演练步骤确定每个步骤的标准分，并确定观

察员进行观察打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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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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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事故信息接报、记录表 

 

附表 8.1  联合石化上报政府监管部门及中石化事故快报 
Initial Incident Notification Form Submitted by FREP to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rgan and Sinopec 

事故快报 
Initial Incident Notification Form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te 
直属企业名称 

Nameof subordinate 
enterprise 

 
发生事故单位 

Incident company 
 

事故发生时间 
Date of incident 

 
事故发生地点 

Physical location 
of incident 

 

事故类别 
Type of incident 

 

事故单位与直属企 
业关系 

Relation between 
incident company 
and subordinate 
enterprise 

 

伤亡情况 
Casualties 

死亡人数 
Death toll 

 

直接经济损失金额 
Direct economic 
loss amount 

 
重伤人数 

Number of the 
serious 
injured 

 

死亡人员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工作简历 
Introduction to the death(s): name, sex, age, work record 

事故经过 what happened： 
 
 

事故原因初步分析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ccident cause： 
 
 
 

防范措施 precautions： 
 
 

注 Note： 

1.事故单位与直属企业关系是指：工程施工承包商、公路运输承运商、水路运输承包商、特许经营单位、 

控股合资公司、系统外单位。 

Relation between incident company and subordinate enterprise mean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ntractor,road transportation carrier, waterwaytransportation  

contractor, franchisedcompany, joint-venture  

holding company, companies outside the syste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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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已经采取的措施。事故发生后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补报。 

Brief summary, number of casualti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caused or may be ca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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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the missing ones) and direct economic loss amount that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estimated, measur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taken.If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is changedafter  

the incident, shall make supplementary report in time as required. 

3.书面报告经总裁班子审核后，由 HSE部 1小时内上报泉港区安监局；由总裁办公室向股东方报告。 

After the written report is reviewed by OOP, HSE Dept. shall submit it to Quangang district  

safety supervisory bureau within 1 hour; OOP shall report to shareholders.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直属企业主管领导： 
Safety supervisory authority’s responsible person:   Subordinate enterprise’s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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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2  事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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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3 事件调查报告 

In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 
 

事件名称 
Incident Title: 

 

 
调查级别
Investigation 
Category: 

较低严重等级 LSI 中等严重等级 MSI

较高严重等级 HSI  

 
事件日期/时间 

Incident 

Date/Time: 

 

事件发生区域/

地点 

Incident 

Location: 

 

事件类型（请选

择） 

Incident 

Type (please 

select): 

伤害/疾病Injury/Illness 生产安全事件Process Safety

燃烧事件Combustion 可靠性事件Reliability Loss 环保事件Environment

黑烟事件Black Smoke 社区投诉community complaint 安保事件Security

产品质量PQ Deviation 未遂事件Near Miss 其他Others
 

损失总计 

Cost Total: 

直接损失 direct loss： 

间接损失 indirect loss： 

调查者 

Investigated 

by: 

调查组长 Investigation Team Leader： 

调查组成员 Investigation Team Members： 

调查报告审批者 

Investigation 

Report 

Approver: 

 

是否是责任事件 

Liability 

incident? 
是

否
 

责任人 

Responsible 

person 

责任描述 

Description of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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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风险分析工具分值（适用时）IRAT score（where applicable）:  

事件描述及结论（必要时附上流程图及照片）： 

调查Investigation 

Incident Description & Findings (Attach flow diagrams & pictures as 

appropriate): 

 

 

 

 

 

 

 

 

 

 

 

 

 

时间链 Timeline: 

原因树 Why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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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
因 Direct 
Cause: 

1. 

2. 

3. 

 

 

 

 
根本原因 
Root Causes:  

OIMS/RS 要素
OIMS/RS 
elements 

1.  
2.  
3.  

  
  
  
 

防范措施和建议 
Ac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责任部门 

Responsible 

Dept. 

责任人 

Responsible 

Personnel 

验证人 

Verifier 

目 标

时 间

Target 

Date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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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海上防溢油污染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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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附件 10：工作场所医疗服务协议 

 

 

 

 

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G06-2017-FW-0053 

由 

（甲方）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与 

（乙方）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院 

就 

于 

工作场所医疗服务 

 

福建省泉州市 

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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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服务的描述和交付进度 

EXHIBIT A:DESCRIPTION OF SERVICES AND DELIVERY SCHEDULE 

1 服务概述 GENERAL REQUIREMENTS 

1.1 服务范围 Scope of Service 

1.1.1 现场医疗服务 

(1) 乙方在甲方厂区设立 1 个医疗救护中心站，按本合同规定配备相应的医务

人员和医疗设备。对所有在甲方现场内（包括生产区、鲤鱼尾码头、EO/EG

装置等）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职员及甲方的承包商和外籍船员〕提供

医疗救护、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服务，为甲方青兰山码头医疗救护

提供指导和支持。其服务范围如下： 

Party B shall set up one Central Medical Station in Party A’s Plant Area, and 
provide relevantmedical care personnel and medical facilities as in the 
Contract, offering the services in respect to medical aid,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and hygiene for the personnel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Party A’s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working in Party A’s site (production area, LYW 
Terminal and EO/EG etc.). Party B shall provide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Party A’s QLS terminal medical treatment. The service scope is detailed as 
following: 

a)在医疗救护中心站 24 小时提供本合同约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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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 qualified medical care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as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for effective response, evaluation and disposal of emergency 
medical care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injured within 24hours on Central 
medical station; 

b)在医疗救护中心站配备本合同约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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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的医疗机构（例如：福

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院）； 

Provide vehicles as agreed in the Contract on Central medical station to 
send medical care personnel to incident site as well as send the injured 
after being stabilized to the site Medical Station or offsite medical 
institutions (e.g. Minnan Hospit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c) 对现场医疗救护站的维护并保持医疗用品的库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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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 maintenance service for the site Medical Station and keep the 
inventory record of medical supplies; 

 

 
  

甲方：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公章）(Official Seal): 

Party A: Fujian Refining &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乙方：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院 

（公章）(Official Seal) 

Party B:  Minnan Hospit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法定代表人：顾越峰 

Legal Representative ： Gu 

Yuefeng 

法定代表人：杨立勇 

Legal Representative：Yang Liyong 

或委托代理人： 

Or Authorized Agent 

或委托代理人： 

Or Authorized Agent 

日期： 

Date 

日期： 

Date 

经办人：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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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EO/EG 装置及配套工程区域消防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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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各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1）EOEG 团队危险化学品档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环氧乙烷 epoxyethane II 类 易燃气体 1000 T14101~D EOEG装置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聚合级乙烯 eht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30 管线 
EOEG 装

置 
 

甲烷 methane II 类 易燃气体 20 管线 
EOEG 装

置 
 

氮气 nitrogen III 类 窒息气体 10 管线、罐 
EOEG 装

置 
 

氧气 oxygen III 类 助燃气体 12 管线 
EOEG 装

置 
 

氢氧化钠，
50% 

sodiun 
hydroxide,50

% 
II 类 腐蚀液体 20 管线、罐 

EOEG 装
置 

 

氯乙烷，
99.7% 

Chloroethane
,99.7% II 类 易燃气体 1 管线、罐 

EOEG 装
置 

 

H2SO4，98% 
sulfuric 

acid ,98% I 类 强腐蚀液体 20 管线、罐 
EOEG 装

置 
 

亚硫酸氢钠
溶液 

sodium 
bisulfite III 类 腐蚀性液体 40 管线、罐

D553 

 
EO/EG 装

置 
 

氨水 
ammonia 

liquid III 类 腐蚀性液体 1 P935 氨水
储罐 

EO/EG 装
置 

 

循环水缓蚀
剂 

Flogard 
MS6207 III 类 酸性腐蚀品 1．2 桶装/储罐 

EOEG 循
环水场 

 

铜缓蚀剂 
Inhibitor 
AZ8104 III 类 碱性腐蚀品 1．2 桶装/储罐 

EOEG 循
环水场 

 

非氧化性杀
菌剂 NX1100 

Non-oxidizing 
bactericide  

NX1100 
II 类 腐蚀性液体 0.4 桶装 

EOEG 循
环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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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运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 文 名

称 
包 装

类别 
危险性

分类 
数

量（T） 
存放地

点 
使 用

地点 
备

注 

车用汽油 
Gasoline for 
vehicle use Ⅱ类 易燃液体 46500 22 单元储

罐区 
  

3#喷气燃料 3#jet fuel Ⅲ类 易燃液体 29000 18、96 单元
储罐区 

  

甲苯 Toluene Ⅱ类 
易燃液体 1600 96 单元储

罐区 
  

对二甲苯 P-xylene Ⅲ类 
易燃液体 48800 5540 单元

罐区 
  

丁二烯 Butadiene Ⅱ类 
易燃气体 4000 5400 单元

罐区 
  

液化石油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8000 
17、26、
5400 单元

罐区 
  

苯 Benzene Ⅱ类 
易燃液体 16800 5550 单元

罐区 
  

液氨 
Liquid 

ammonia III 类 碱性腐蚀品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原油 Crude oil Ⅱ类 易燃液体 68000 13、5110 单
元储罐区 

  

抗静电剂
Stadis 450 

Antistatic 
agent Ⅱ类 易燃液体     

抗静电剂
T1503 

Antistatic 
agent Ⅱ类 易燃液体     

碱液 30% 
30% Fresh 

caustic 
solution 

II 类 碱性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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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芳烃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对二甲苯 P-xylene Ⅲ类 易燃液体 35000 储罐区 吸附分离  

苯 Benzene Ⅱ类 易燃液体 120 储罐区 BT 分馏  
甲苯 Toluene Ⅱ类 易燃液体 870 储罐区 BT 分馏  

液化石油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2660 储罐区 重整单元  

重芳烃 
Heavy 

aromatics  易燃液体 20 储罐区 
二甲苯分

馏 
 

混合二甲苯 Xylene Ⅱ类 易燃液体 11000 储罐区 
二甲苯分

馏 
 

芳烃抽余油 
Aromatics 

raffinate oil  易燃液体 50 储罐区 
芳烃抽提
装置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直馏石脑油 
Straight-run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20000m

3  石脑油加
氢装置 

 

加氢裂化重
石脑油 

Hydrocrackin
g heavy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30000 

m3  石脑油加
氢装置 

 

乙烯裂解汽
油 

Ethylene 
pyrolysis 
gasoline 

II 类 易燃液体 
10000 

m3  二甲苯分
馏 

 

1,4-二乙基苯
(对二乙基苯) 

P-Diethylbenz
ene III 类 易燃液体 

10000 
m3 5520 罐区 吸附分离  

二硫化二甲
基(二甲基二

硫) 

Methyl 
disulfide  易燃液体 0.45 m3  连续重整

单元 
 

全氯乙烯 
Tetrachloroet

hylene III 类 毒害品 0.5 m3  催化剂再
生 

 

2-氨基乙醇
(单乙醇胺) 

Monoethanol
amine  碱性腐蚀品 0.7 抽提精馏装

置 
抽提精馏
装置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9000 m3  
重整、歧
化、异构

化 
 

氢氧化钠液
（32%） 

caustic 
solution II 类 碱性腐蚀品 5 m3  催化剂再

生 
 

丙烷 Propane II 类 易燃气体 14 m3  
连续重
整、异构

化 
 

氮气 Nitrogen III 类 不燃气体 10 m3  全装置  

燃料气 Fuel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15  装置加热
炉 

 

核位计 Cs137 
Nuclear level 

meter 
(cesium137) 

I 类 放射性固体 9 个 
重整催化剂
再生装置 

重整催化
剂再生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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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混合二甲

苯 
Xylene Ⅱ类 易燃液体 

15000m
3 5520 罐区 吸附分离  

重芳烃 
Heavy 

aromatics Ⅱ类 易燃液体 20 储罐区 加热炉  

甲苯 Toluene Ⅱ类 易燃液体 5000 m3 5520 罐区 歧化  
碳九芳烃 C9 aromatics Ⅱ类 易燃液体 5000 m3 5520 罐区 歧化  

硫化氢 
Hydrogen 

sulfide Ⅱ类 易燃气体 0.5 m3  预加氢装
置 

 

石脑油 Naphtha Ⅱ类 易燃液体 100000 储罐区 连续重整  

干气 Dry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5  装置加热
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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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用工程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1 吸附塔 
变压吸附
单元 

 

硫化氢 
Hydrogen 

sulfide Ⅱ类 易燃气体 0.1 6430 废水汽提
单元 

 

氯化氢 
Hydrogen 
chloride null 不燃气体 0.1 C105 塔 

甲醇洗单
元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
点 

备注 

纯氧 Pure Oxygen III 类 不燃气体 200 空分储罐 
气化单
元 

 

甲醇 Methanol II 类 易燃液体 50 6470-D104 甲醇洗
单元 

 

20%-30% 
NAOH 

Sodium hydroxide 
solution II 类 

碱性腐蚀
品 

30+67 
6410-S002A/B 

/6220 单元 

废水汽
提单元/
化水凝
水 

 

液化气 LPG II 类 易燃气体 10 6495-D106 气化单
元 

 

燃料气 Fuel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0.5 6489-D001 POX 过
热炉 

 

硫酸 Sulfuric acid I 类 
酸性腐蚀

品 
45+432 储罐区 

老/新污
水处理
场 

 

盐酸 Hydrochloric acid II 类 
酸性腐蚀

品 
10+10+60 储罐区/6220

单元 

老净化
站/新净
化站/化
水凝水 

 

燃料油 Fuel oil III 类 易燃液体 42 6482 单元 辅锅  

氨水 Ammoniumhydroxide III 类 
碱性腐蚀

品 
4 6220 单元 

化水凝
水 

 

中间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II 类 易燃气体  反应器及工
艺管线 

净化单元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反应器及工
艺管线 

净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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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聚烯烃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丙烯 prop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180 吨 聚合区   
乙烯 Ethyiene II 类 易燃气体 100 聚合区 反应器  

三乙基铝 
Aluminum 

triethyl I 类 自燃物品 4+12 聚合区/T2
区 

反应器  

四氢化硅
(甲硅烷) 

Silane II 类 易燃气体 400公斤 聚合区   

铯(射源
CS137) 

Nuclear level 
meter 

(cesium137) 
I 类 放射性固体 30 个 聚合区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0.1 管道 反应器  
氮气 Nitrogen III 类 不燃气体 9 管道 全装置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II 类 易燃气体 0.1 钢瓶储存间 反应器  

丁烯-1 1-But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30 精制区 反应器  
2-甲基丁烷

(异戊烷) 
Isopentane I 类 易燃液体 35 精制区 反应器  

己烯-1 1-hexene II 类 易燃液体 35 精制区 反应器  
一氯二乙
基铝 

Chlorodiethyl-A
luminum  自燃物品 2.4 钢瓶储存间 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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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炼油一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石脑油 Naphtha Ⅱ类 易燃液体 822  
常减压装
置、轻烃、

加裂 
 

航煤 
Aviation 
Kerosene Ⅲ类 易燃液体 378  航煤加氢  

煤油 Kerosene Ⅲ类 易燃液体 89  常减压装
置 

 

液化石油
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321  轻烃装置  

正丁烷 Butane Ⅱ类 易燃气体 505  熔剂脱沥
青装置 

 

干气 Dry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50  
燃料气、
液化气脱
硫装置 

 

硫磺 Sulfur Ⅲ类 易燃固体 3500  制硫装置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原油 Crude oil Ⅱ类 易燃液体 438  常减压蒸
馏 

 

燃料气 Fuel gas  易燃气体 138.66  BT1 团队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240  

柴加、航
加、加裂、
加氢处
理、氢气
提纯 

 

硫化氢 
Hydrogen 

sulfide Ⅱ类 易燃气体   

加氢处理
装置、

MDEA 提
纯装置 

 

氨 
Liquid 

ammonia III 类 碱性腐蚀品     

中间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轻污油 
Light oil 

pollution  易燃液体 2.15    

氨水 
Ammoniumhyd

roxide III 类 碱性腐蚀品 1.12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体     
 

  



 

162 

（7）炼油二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别 危险性分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液化石油
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10+3+5 

低瓦系统
/C-001/气体
分馏装置 

常减压
/C-001/D-

9202 
 

石脑油 
Straight-run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112 塔顶罐 常减压  

汽油 
Gasoline for 
vehicle use Ⅱ类 易燃液体 

50+25+1
50+5 

常减压塔顶
罐/ 

D-7002/1/储
罐/催化重整

蒸发塔 

常减压/延
迟焦化

/D-9301、
D-9002/催
化重整 

 

干气 Dry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0.5 D-7004 延迟焦化
装置 

 

丙烯 prop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50 D-10004、
D-004 

C-10004、
C-004 

 

丙烷 Propane II 类 易燃气体 10 C-10003、
C-003 

C-10003、
C-003 

 

甲基叔丁
基醚 

Methyl 
tert-butyl ether 

(MTBE) 
II 类 易燃液体 4 醚化反应器、

共沸蒸馏塔 
醚化反应

器 
 

氨 
Liquid 

ammonia III 类 碱性腐蚀品 5 D-11005 C-11003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原油 Crude oil Ⅱ类 易燃液体 927 电脱盐罐 常减压装置  

燃料气 Fuel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16 加热炉/延迟焦
化 D7004 

常减压装置；
催化重整装
置；80 万吨/
年柴油加氢
装置；延迟焦

化装置 

 

燃料油 Fuel oil III 类 易燃液体 6 加热炉 常减压装置  

石脑油 Naphtha Ⅱ类 易燃液体 145 全装置 
催化重整装

置 
 

无水乙醇 Ethyl alcohol II 类 易燃液体 300 瓶 库房 
催化重整装

置 
 

二氯乙烷 
1，

2-Dichloroeth
ane 

II 类 易燃液体 300 瓶 库房 
催化重整装

置 
 

阻垢剂 YX-94  有毒品 1.2 阻垢剂罐 油浆系统  
油浆沉降

剂 
SA-20  有毒品 1 油浆沉降剂罐 油浆出装置  

中子料位
计（镅 241
－铍 9） 

  放射性物
品 

6 个 C-7001/1、2 
延迟焦化装

置 
 

液化石油
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50+8 

D-10001/D-001
/液化气脱硫/
脱硫醇系统 

C-10001/C-00
1/液化气脱
硫/脱硫醇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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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馏分 C4 fraction  易燃液体 15 D-6001 醚化反应器  

甲醇 
Methvl  
alcohol II 类 易燃液体 15 D-6012 醚化反应器  

MTBE 树脂
催化剂 

  毒害品 11 醚化反应器 醚化反应器  

汽油 
Gasoline for 
vehicle use Ⅱ类 易燃液体 10 D-9003、D-9015 

汽油脱硫醇
装置 

 

H2S Hydrogen 
sulfide Ⅱ类 易燃气体  

D-9003、
D-9015/液化气
脱硫、脱硫醇

系统 

汽油脱硫醇
装置/液化气
脱硫、脱硫醇

系统 

 

干气 Dry gas II 类 易燃气体 5 气体脱硫装置 
C-5001、
C-5002、

C-5004 
 

高效脱硫
剂 

SSH-1  毒害品 75 D-5012、
D-5012/1 

气体脱硫装
置 

 

活化剂 TL-8  毒害品 2.72 D-9021 R-9001 入口
混合器 

 

防胶剂 CJ  毒害品 1 D-9009/1、2 汽油脱硫醇  

磺化酞菁
钴 

金马  毒害品 0.032 两脱库房 
汽油抽提及
液化气抽提

系统 
 

液体催化
剂 

ARI-100EXL  毒害品 0.005 两脱库房 
汽油纤维膜

系统 
 

30%烧碱 
caustic 

solution II 类 
碱性腐蚀

品 
25 D-9002/1、2 9 单元系统  

中间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 
分类 

数量
（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干气 Dry gas II 类 
易燃气
体 

5+10+2 
低瓦系统
/催化裂
化装置 

常减压/
催化装置
提升管/
气分装置 

常减压加热
炉/两脱装置
/催化裂化装

置 

 

汽油 
Gasoline for 
vehicle use Ⅱ类 

易燃液
体 

8+500 
工艺管道
/催化裂
化装置 

柴油加氢
装置/催
化裂化提

升管 

催化重整装
置/至两脱装

置 
 

氢气 Hydrogen II 类 
易燃气
体 

50 工艺管道 
催化重整
装置 

柴油加氢装
置 

 

液化石油
气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Ⅱ类 

易燃气
体 

100+6 
催化裂化
装置

/D-10007 

提升管
/C-10006 

至两脱装置
/MTBE 装置 

 

一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II 类 
易燃气
体 

 再生器 再生器 
至高温燃烧

烟道 
 

酸性气   毒害品 0.5 D-11003 C-11001 硫磺回收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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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烯烃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生产地点 备注 

聚合级乙
烯 

eht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4000 T10101 乙烯装置  

聚合级丙
烯 

prop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2000 T20201 乙烯装置  

混合碳四 C4 fraction  易燃液体 1800 5630 罐区 乙烯装置  
裂解柴油 Cracking diese Ⅲ类 易燃液体 1000 5910 罐区 乙烯装置  
裂解燃料

油 
Cracking fuel oil Ⅲ类 易燃液体 1000 5610 罐区 乙烯装置  

加氢裂解
汽油 

pyrogasoline Ⅱ类 易燃液体 6000 5610 罐区 汽油加氢  

碳五产品 C5 fraction  易燃液体 1300 5630 罐区 汽油加氢  
粗裂解汽

油 
Crude pyrolysis 

gasoline Ⅱ类 易燃液体 5000 5610 罐区 汽油加氢  

丁二烯 Butadiene II 类 易燃气体 2400 5400 罐区 丁二烯装置  
丁二烯 LPG    1000 5400 罐区 丁二烯装置  
甲基叔丁
基醚 LPG 

Methyl tert-butyl 
ether (MTBE)  II 类 易燃液体 1000 5400 罐区 

MTBE/丁烯
-1 装置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直馏轻石
脑油（LVN） 

Straight-run light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24000 5610 罐区 乙烯装置  

直馏重石
脑油（HVN） 

Straight-run heavy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5000 5610 罐区 乙烯装置  

加氢焦化
石脑油 

Hydrogenation 
coker naphtha II 类 易燃液体 1300 5630 罐区 乙烯装置  

加氢尾油
（HVGO） 

Hydrogenation tail 
oil  易燃液体 10000 5620 罐区 乙烯装置  

来自芳烃
的提余油 

Aromatics 
raffinate oil  易燃液体 5000 5620 罐区 乙烯装置  

炼厂液化
气 

Refinery liquefied 
gas Ⅱ类 易燃气体 6000 5630 罐区 乙烯装置  

二甲基二
硫 

Methyl disulfide Ⅱ类 易燃液体 10 T00001X 乙烯装置  

磷酸三钠 Sodium phosphate null null 1 T00121X 乙烯装置  
阻聚剂
\20Y97\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   5 T40430X 乙烯装置  

破乳剂
\2W901 

Demulsifier   3 乙烯装置 乙烯装置  

缓蚀剂
\EC1500A\ 

Corrosion inhibitor   1 裂解汽油加
氢 

裂解汽油加
氢 

 

抗氧剂
\SL-50\ 

Antioxidant   1.5 D80881X 裂解汽油加
氢 

 

阻聚剂
\CL-5\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   2.5 裂解汽油加

氢 
裂解汽油加

氢 
 

中和剂
\EC1489A 

Neutralizer   0.5 裂解汽油加
氢 

裂解汽油加
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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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蚀剂
\OS-16 

Corrosion inhibitor   0.5 D80882 裂解汽油加
氢 

 

C4 混合物    1800 5630 罐区 丁二烯装置  

抽余 C4    900 5630 罐区 
MTBE/丁烯

-1 装置 
 

甲醇 Methyl alcohol II 类  50 G324 325罐
区 

MTBE/丁烯
-1 装置 

 

二甲基甲
酰胺 DMF 

Formyldimethylam
ine III 类 易燃液体 300 1610-D5000

6 丁二烯装置  

对叔丁基
邻苯二酚
（TBC） 

P-tert-butylcatech
ol  易燃液体 10 1610-D5000

4 丁二烯装置  

硅油 Silicone oil   10 1610-D5000
3 丁二烯装置  

糠醛 Furfural III 类 易燃液体 5 1610-D5000
2 丁二烯装置  

二乙基羟
胺 

Diethyl 
hydroxylamine   5 1610-D5000

1 丁二烯装置  

高效阻聚
剂 EC3062A 

Efficient inhibitor   1 1610-D5001
5 丁二烯装置  

高效阻聚
剂 EC3355A 

Efficient inhibitor   1 1610-D5001
4 丁二烯装置  

高效阻聚
剂 EC3376A 

Efficient inhibitor   1 1610-D5001
3 丁二烯装置  

亚硝酸钠 Sodium nitrite III 类 氧化剂 0.5 铁箱 丁二烯装置  
中间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不合格乙
烯 

Unqualified 
eth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200 5640 罐区 乙烯装置  

不合格丁
二烯 

Unqualified 
Butadiene II 类 易燃气体 900 5630 罐区 丁二烯装置 回炼 

丁二烯燃
料油 

 Ⅲ类 易燃液体 1000 5620 罐区 
燃料油使用

装置 
 

丁烯-1 1-butylene II 类 易燃气体 1200 5640 罐区 PE 装置  
甲基叔丁
基醚 

Methyl tert-butyl 
ether (MTBE) II 类 易燃液体 1200 

G2216 2217
罐区 罐区  

MTBE 未反
C4 

   600 5630 罐区 
MTBE/丁烯

-1 装置 
回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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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码头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产品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汽油 
Gasoline for 
vehicle use Ⅱ类 易燃液体 90000 储罐区   

航煤 
Aviation 

Kerosene Ⅲ类 易燃液体 60000 储罐区   

丁二烯 Butadiene Ⅱ类 易燃气体 2000 储罐区   
丙烯 Propylene Ⅱ类 易燃气体 4000 储罐区   
原料部分：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包装类
别 

危险性分
类 

数量（T） 存放地点 使用地点 备注 

原油 Crude oil Ⅱ类 易燃液体 1380000 储罐区 常减压蒸馏  
石脑油 Naphtha Ⅱ类 易燃液体 60000 储罐区   
甲醇 Carbinol Ⅱ类 易燃液体 10000 储罐区 MTBE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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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评估 

1.1  事故风险评估目的 

针对不同事故种类及特点，识别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可能发生的

事故类别，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和次生、衍生

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制事故风险措施，

并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预案的编制。 

1.2  风险评估原理 

风险评估应考虑导致风险的原因和风险事件的后果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影响后果和可能性的因素，不同风险及其风险源的相互关系以及风险的其他

特性，还应考虑控制措施是否存在及其有效性。 

事故发生的概率以及现有的安全控制措施决定了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能量或危险物质的量、危险物质的理化性质以及周边人员、资产分布情

况决定危害事件的后果严重程度。 

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为： 

a）识别危险有害因素； 

b）判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c）分析事故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 

d）根据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事故出现后的后果，计算个体风险、社

会风险值。 

1.3  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按照风险评估准备、评估实施和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进行，评

估流程见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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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准备

成立风险评估组

收集资料

明确风险评估准则

选择评估方法

评估实施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风险评估

风险等级确定

风险分级管控

编制评估报告
 

图 1.3-1  事故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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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风险分析 

2.1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乙烯生产线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有：

原油、石脑油、煤油、柴油、汽油、渣油、二乙醇胺、苯、甲苯、对二甲苯、

甲基叔丁基醚、二甲基二硫、1-己烯、三乙基铝、氯化二乙基铝、二硫化碳、

二氧化硫、硫磺、聚丙烯、硫酸、盐酸、硝酸、氢氧化钠、氯酸钠、次氯酸

钠溶液、液化气、干气（甲烷）、正丁烷、硫化氢、氢、氨、氮[压缩的]、

乙烯、丙烯、丙烷、乙烷、1-丁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对二乙基苯、1,3-

丁二烯、二甲基甲酰胺（DMF）、亚硝酸钠、甲醇、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

丁烷、糠醛、三氯异氰尿酸(强氯精)、二氯异氰尿酸钠、2，2-二羟基二丙

胺、MDEA、异戊烷、沥青、环己胺、六氟化硫、环氧乙烷、二氯乙烷等 58

种。 

危险物质分类见表 2.1-1，主要危险物质的主要危险有害特性数据表见

表 2.1-2。 

表 2.1-1 危险物质分类表 

序

号 

相关条例、品名表、

品名录、目录名称 
物质名称 备注 

1 
《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 版）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二乙醇胺、MDEA、液化石油气、

丙烯、丙烷、丁烷、正己烷、干气（甲烷）、硫化氢、氢、一

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硫磺 

氮[压缩的]、氧[液化的]、氢氧化钠、硫酸、盐酸、硝酸、甲

基叔丁基醚、1-己烯、氯化二乙基铝、氯酸钠、次氯酸钠溶液、

甲醇、氨[液化的]、苯、甲苯、对二甲苯、乙烯、乙烷、1-丁

烯、对二乙基苯、二甲基二硫、三乙基铝、1,3-丁二烯、二甲

基甲酰胺、亚硝酸钠、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糠醛、三氯异

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2，2-二羟基二丙胺、异戊烷、环

己胺、六氟化硫、环氧乙烷、二氯乙烷 

 

2 
《危险货物品名

表》GB12268-2012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二乙醇胺、MDEA、液化

石油气、丙烯、丙烷、丁烷、正己烷、干气（甲烷）、硫化氢、

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硫磺 

氮[压缩的]、氧[液化的]、氢氧化钠、硫酸、盐酸、硝酸、甲

基叔丁基醚、1-己烯、氯化二乙基铝、氯酸钠、次氯酸钠溶液、

甲醇、氨[液化的]、苯、甲苯、对二甲苯、乙烯、乙烷、1-丁

烯、对二乙基苯、二甲基二硫、三乙基铝、1,3-丁二烯、二甲

基甲酰胺、亚硝酸钠、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糠醛、三氯异

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2，2-二羟基二丙胺、异戊烷、环

己胺、六氟化硫、沥青、环氧乙烷、二氯乙烷 

 

3 《首批重点监管的 氨、液化石油气、硫化氢、原油、汽油、石脑油、氢、苯、二  



 

4 

序

号 

相关条例、品名表、

品名录、目录名称 
物质名称 备注 

危险化学品名录》

（2011 年版） 

氧化硫、一氧化碳、甲醇、乙烯、丙烯、二硫化碳、甲基叔丁

基醚(MTBE)、甲烷、乙烷、甲苯、环氧乙烷 

4 

《国家安监总局关

于第二批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学品名录

的通知》（2013）12

号 

氯酸钠。 

 

5 

《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

445 号） 

甲苯、硫酸、盐酸。 

 

6 

《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 版）中备

注“剧毒”的化学

品 

二甲基二硫 

 

7 

《各类监控化学品

名录》原化工部令

第 11 号 

甲基二乙醇胺（MDEA） 

 

8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名录》(2017 年版) 
硫磺、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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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主要危险物质的主要危险有害特性数据表 

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1  原油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967 1267 350 -20~100 1.1~8.7 甲 B -- -- 易燃、爆炸 

2  汽油 第 3.1 类易燃液体 1630 1203 255~390 -43 1.4~7.6 甲 B -- Ⅳ 易燃、爆炸、毒害 

3  石脑油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964  480~510 ＜-18 1.1~5.9 甲 B -- -- 易燃、爆炸 

4  煤油 第 3.3 类易燃液体 1571 1223 280~456 ≥40 1.1~7.6 乙 A -- -- 易燃、爆炸 

5  柴油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 1202 257 38  丙 A   可燃，具刺激性 

6  渣油 可燃液体 /     丙 B   可燃，具刺激性 

7  二乙醇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566 
 

662 137 1.6~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8  MDEA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 
 

662 137 1.6~    
可燃，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

人体灼伤 

9  液化石油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548 1057 426~537 -74 
2.25~9.6

5 
甲 A 

1000(TWA) 

1500(STEL) 
Ⅳ 易燃、爆炸、毒害 

10  丙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40 1077 405 -108 1.0~15 甲 -- -- 易燃、爆炸 

11  丙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39 1978 450 -104 2.1~9.5 甲 -- -- 易燃、爆炸 

12  丁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778 1011 405 -60 1.9~8.5 甲 -- -- 易燃、爆炸 

13  正己烷 第 3.1 类易燃液体 2789 1208 225 -22 1.1~7.5 甲 -- -- 易燃、爆炸 

14  干气（甲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188 1971 482~632 -- 5~14 甲 -- -- 易燃、爆炸 

15  硫化氢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289 1053 260 ＜-50 4.0~46 甲 10（MAC） Ⅱ 易燃、爆炸、危害 

16  氢 第 2.1 类易燃气体 1648 1049 500 ＜-50 4.1~74.1 甲 -- -- 易燃、爆炸 

17  一氧化碳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563 1016 610 ＜-50 
12.5~74.

2 
乙 

20(TWA) 

30(STEL) 
Ⅱ 易燃、爆炸 

18  二氧化碳 第 2.2 类不燃气体 642 1013 -- -- -- 戊 
9000(TWA) 

18000(STEL) 
--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19  二硫化碳 第 3.1 类易燃液体 494 1131 90 -30 1.0~60.0 甲 
5(TWA) 

10(STEL) 
Ⅱ 易燃、爆炸、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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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20  二氧化硫 第 2.3 类有毒气体 639 1079 -- -- -- -- 
5(TWA) 

10(STEL) 
Ⅲ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21  硫磺 第 4.1 类易燃固体 1290 1350 232 207 2.3g/m3 乙 总尘：8 -- 易燃、爆炸 

22  氮[压缩的] 第 2.2 类不燃气体 172 1066 -- -- -- 不燃 窒息 -- 遇高热容器有开裂、爆炸危险 

23  氧[液化的] 第 2.2 类不燃气体 2528 1073 -- -- -- 乙 -- -- 助燃 

24  氢氧化钠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1669 1823 -- -- -- -- 2（MAC） Ⅳ 腐蚀、灼伤 

25  硫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1302 1830 -- -- -- 助燃 
1(TWA) 

2(STEL) 
Ⅲ 腐蚀、灼伤 

26  盐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2507 1789 -- -- -- -- 7.5（MAC） Ⅲ 腐蚀、灼伤 

27  硝酸 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 2285 2031 -- -- -- 乙 -- Ⅲ 腐蚀、灼伤 

28  甲基叔丁基醚 第 3.2 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1148 2398  -10 1.6~15.1 甲 B   易燃，具刺激性 

29  1-己烯 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1006 2370 253 -20 1.2~6.9 甲 B   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30  氯化二乙基铝 第 4.2 类自燃物品 1462        自燃物品，有毒，具强刺激性 

31  氯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1535 1495       助燃，具刺激性 

32  次氯酸钠溶液 第 8.3 类其它腐蚀品 166 
1908 

      
不燃，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

具致敏性 

33  甲醇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022 1230 385 11 5.5~44.0 甲 B 
25(TWA) 

5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4  氨[液化的] 第 2.3 类有毒气体 2 1005 651 -- 
15.7~27.

4 
乙 

20(TWA) 

30(STEL) 
Ⅳ 毒害 

35  苯 第 3.2 类易燃液体 49 1114 560 -11 1.2~8.0 甲 B 
6(TWA) 

10(STEL) 
Ⅰ 易燃、爆炸、毒害 

36  甲苯 第 3.2 类易燃液体 1014 1294 535 4 1.2~7.0 甲 B 
50(TWA) 

10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7  对二甲苯 第 3.3 类易燃液体 357 1307 525 25～30 1.1~7.0 甲 B 
50(TWA) 

100(STEL) 
Ⅲ 易燃、爆炸、毒害 

38  乙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662 1962 425  2.7~36 甲   易燃 

39  乙烷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661 1961 472 <-50 3.0~16 甲   易燃，具窒息性 

40  1-丁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38 1012 385 -80 1.6~10.0 甲   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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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物质 危险性分类 
危化品

序号 
UN 号 

自燃温度 

℃ 

闪点 

℃ 

爆炸极限

（V%） 

火灾 

类别 

职业接触 

限值 

毒性 

等级 

危险 

特性 

41  对二乙基苯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686 2049 430 56 0.8~ 乙 B   易燃，具刺激性 

42  二甲基二硫 第 3.2 类易燃液体 492 2381 300 16 1.1~16.0 甲 B -- Ⅰ 易燃、爆炸、毒害 

43  三乙基铝 第 4.2 类自燃物品 1917 3051  ﹤-52 -- 甲 -- -- 自燃 

44  1,3-丁二烯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23 1010 415  1.4~16.3    易燃，具刺激性 

45  二甲基甲酰胺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460 2265 445 58 2.2~15.2    易燃，具刺激性 

46  亚硝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2492 1500       助燃 

47  乙基乙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30 2452  <-6.7     易燃，具刺激性 

48  乙烯基乙炔 第 2.1 类易燃气体 2828 1954  <-5 2~100    易燃 

49  糠醛 第 3.3 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1235 1199 315 60 2.1~19.3    易燃，具强刺激性 

50  三氯异氰尿酸 第 5.1 类氧化剂 / 2468       助燃，具强刺激性 

51  二氯异氰尿酸钠 第 5.1 类氧化剂 / 2465       助燃，具强刺激性 

52  
2，2-二羟基二丙

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707 

 
 126.7     

可燃，具腐蚀性、强刺激性，可

致人体灼伤 

53  异戊烷 第 3.1 类低闪点易燃液体 1114 1265 420 -56 1.4~7.6 甲 B   极度易燃 

54  环己胺 第 8.2 类碱性腐蚀品 942 
2357 

293 32  乙 A   
易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 

55  六氟化硫 第 2.2 类  不燃气体 1341 1080       
本品不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

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56  环氧乙烷 第 2.3 类 毒性气体 981 1040 429 ＜-18 3.0-100 甲 B   易燃、爆炸、毒害 

57  二氯乙烷 第 3.2 类 易燃液体 556 2362  -10 5.6~16 甲 B   易燃、爆炸 

58  沥青 可燃固体 / 1999 485 204.4 ~30 丙   可燃，具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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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和《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

码》，本公司炼油、乙烯生产、储存过程中存在火灾、爆炸、容器爆炸、锅

炉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化学灼伤、高温烫伤）、触电、高处坠落、机

械伤害、噪声危害、粉尘危害、射线危害、车辆伤害、起重伤害、淹溺、采

光照明不良等危险、有害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2.1.1  火灾、爆炸 

本公司在生产、储存过程中涉及的易燃易爆物质，若发生泄漏，遇到点

火源或局部积聚，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尤其是氢气爆炸浓度范围较宽，

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极限为 4.1%～74.1%（V），引燃能量低，最小引燃能

量仅为 0.02mJ。 

部分装置的工艺温度较高（如常压塔处于高温 350℃下运行；减压塔装

置工艺条件最高接近 370℃，减压炉出口温度在 410℃左右等），这些装置

内的物料一旦泄漏就会自燃着火。 

部分装置属于负压操作，如果空气吸入则会在装置内形成爆炸性气体混

合物，发生爆炸事故。 

加热炉的燃料为瓦斯，加热炉如果发生熄火，在重新点火时，未将残余

的瓦斯用蒸汽置换干净，会发生炉膛爆炸。 

本公司多套装置的空冷、换热器等设备均属于高温高压设备（如加氢裂

化装置：操作压力 15MPa，操作温度 405℃）。该设备的材质及制作工艺要

求条件高，若操作不当或设备密封、焊口发生泄漏，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机泵运转中易发生密封泄漏，因机泵密封泄漏着火在炼厂生产中较为普

遍，机泵运转部分一旦密封损坏或压力表导管损坏，超过自燃点的热油泄漏

出来即可引起火灾。 

压力容器，设备、管线的安全附件(安全阀、液面计、压力表等)中任何

一个部件失灵都可能会导致系统超出可控范围，导致事故发生。 

余热锅炉低液位，锅炉有超温的危险，锅炉的液位计、安全阀、压力点

等安全附件故障，有可能导致锅炉超温超压，有爆炸的危险。锅炉汽包出口

内件堵塞蒸汽管线，有蒸汽超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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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毒和窒息 

本公司多套装置（如常减压蒸馏装置、轻烃回收装置等），在生产过程

中均含有 H2S，H2S 是通过呼吸吸入进入人体，高浓度气体对人体会有危害。

硫化氢无色、带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是强烈的神经性毒物，对粘膜有明显

的刺激作用，浓度越高作用越明显，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和窒息等临床

表现。当空气中硫化氢含量达到 1ppm 时人就能嗅出，当含量达到 1000mg/m3

时，吸入数秒即可致人死亡。 

本公司涉及大量的轻质易挥发油品、轻烃类物质、芳烃类物质及少量有

机溶剂，如凝缩油、液化气、燃料气、石脑油、汽油和甲苯等，且温度较高

形成烃类气体，人体在高浓度的烃类气体环境下，会对人体造成中毒伤害。 

助催化剂三乙基铝具有强烈刺激和腐蚀作用，主要损害呼吸道和眼结

膜，高浓度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吸入其烟雾可致烟雾热。皮肤接触可致灼伤，

产生充血水肿和起水疱，疼痛剧烈。 

沥青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渣油对皮肤有伤害作用，可致接触性皮炎，

毛囊性损害。长期接触会出现咳嗽、胸闷、恶心、头痛、乏力、食欲不振等

症状。 

装置生产和检修过程中大量使用氮气，氮气本身是无毒的惰性气体，但

有窒息性，如果容器中氮气置换后氧含量不足，人进入就可能造成氮气窒息

事故。 

2.1.3  化学灼伤 

常减压装置加工的原油含硫及酸值相应较高，如进沙特轻原油含硫量达

2.2%，给生产和设备的安全运行带来了腐蚀危害，如空冷器、塔顶换热器会

产生露点腐蚀及低温硫腐蚀，高温部位如转油线可发生高温硫腐蚀，易造成

工艺设备腐蚀泄漏。 

加氢装置原料油中含有的硫在加氢过程中产生 H2S，在反应器温度、压

力较高且存在氢气的情况下，会对设备产生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氢腐蚀、

应力腐蚀。还有高温可使金属材料发生蠕变，改变金相组织，增强腐蚀性介

质的腐蚀性，增强氢对金属的氢蚀作用，降低设备的机械强度，导致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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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反应热的大量积聚，会加速钢材的 H2S－H2 腐蚀，使钢材强度降低，

增大设备发生物理性爆炸次生火灾的可能性。 

干气、液化气脱硫装置 H2S 浓度比较高，硫化氢的腐蚀性较强，易对塔

器、容器、管线及仪表接口等处产生腐蚀减簿、冲蚀现象，易发生物料的泄

漏；硫化氢和水蒸汽在设备和管线内成为湿硫化氢，易发生应力腐蚀，严重

时导致材质开裂，物料就会泄漏。 

液化气脱硫醇装置在生产中使用大量 20%浓度的碱液,如果设备泄漏或

操作工违规操作使大量碱液喷出易发生人体灼伤事故。 

2.1.4  高温烫伤 

装置蒸汽管网所使用的高温压力管道、阀门承压部件等部件可能由于蒸

汽泄漏而造成工作人员的烫伤；焊接作业时不小心会产生灼烫；巡检人员不

小心接触保温不良高热管道或热力设备而引起灼烫。 

高温设备和管线如保温不好，裸露部分与人接触，会烫伤皮肤。热油和

蒸汽排凝阀在开停工或检修处理时放空排凝操作不当，或未有防护措施，喷

出的热油和蒸汽会发生烫伤事故。 

加热炉发生回火时，若操作人员站立位置不对，当打开着火孔时，喷出

的炉火会烧伤操作员面部。 

2.1.5  触电 

电流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电击和电伤，电击是电流对人体内部组织造成

的伤害，是最危险的触电伤害。大多数触电死亡事故都是由电击造成的。电

气设备在运行中，由于产品质量、电气绝缘不合格或使用不当导致绝缘击穿；

相间距离或对地距离不够、保护拒动；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出现高电压；误

操作，误入带电间隔；触及带电体；使用移动式电气设备，无漏电保护等，

都有触电的可能。电伤是触电后，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人体表面的局部创伤，

有灼伤、电烙印和皮肤金属化三种。 

触电的形式有：对地电压（直接触电）、接触电压、跨步电压（间接触

电）、感应电压电击、雷电电击、残余电荷电击、静电电击。该工程中用电

设备较多，存在触电危害。高压设备出现接地故障或雷击，人员在禁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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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到跨步电压触电的伤害；电气短路故障产生弧光可能造成人身的灼

伤。 

2.1.6  高处坠落 

装置的塔、罐、冷换设备及大部分管线均属于高架结构或离地面较高，

存在高于地面 1.2m 以上的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在进行生产操作、巡回检查、

设备维修时，需要登高、下梯及在高处平台走动，若直梯、斜梯、防护栏杆、

平台的设计、制造、维护保养有缺陷，容易在走动或攀登时造成高处坠落等

伤害。 

引起高处坠落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事高处作业人员有不适应高处作业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

癫痫病等，或酒后从事高处作业，至使高处坠落； 

（2）从事高处作业人员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造成失误； 

（3）违反高处作业操作规程； 

（4）防护措施不当及防护设施年久失修等。 

另外，操作人员在作业及检修时存在空间立体交叉作业的可能，可造成

高空物体坠落打击的危险。 

若防护栏杆设置不规范、防护栏杆腐蚀损坏及防护措施不到位等原因，

在储罐上进行检修工作，均有可能造成高处坠落事故。 

2.1.7  冻伤 

本公司涉及液化石油气、混合碳四等，主要以液态形式存在于管道和设

备中，液化石油气、混合碳四的蒸发潜热较高，气化时大量吸热，易使设备

及管道外表面结成冰霜，若设备容器、管道破裂或保冷措施不当或失效后未

及时采取措施，都有可能对操作人工造成冻伤。 

2.1.8  机械伤害 

生产过程使用各种高速转动的机械设备，如风机、机泵等，存在机械伤

害危险。以上设备运转时具有较大的动能，如因安全防护装置失效或操作工

操作失误，运转中的部件触及人体或设备发生损坏，有可能发生夹击、碰撞、

剪切、卷入、绞、碾、刺、割等机械伤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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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机械设备高速旋转而又突出于轴外的法兰盘、键、销及连接螺栓、

齿轮等也常会绞带衣服对人造成伤害。 

如果设备设施布置不合理，场地空间狭小等也有可能发生挤、碰、压、

擦、刮等机械伤害事故。 

2.1.9  噪声危害 

装置的加热炉、气体压缩机、鼓风机、机泵机空冷运转时都会产生高强度

噪声，蒸汽放空时也会有噪声产生。长期在高强度噪声中作业会对人的听觉系

统造成损伤，甚至导致不可逆的噪声性耳聋，给现场作业人员的健康带来危害。

此外，噪声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均有一定的影响。 

2.1.10  粉尘危害 

芳烃联合装置（含催化连续重整装置）生产过程中需要各类催化剂（加

氢催化剂、重整催化剂）脱氯剂、干燥剂、白土等，部分催化剂为颗粒状，

催化剂定期装填和废催化剂卸出时，可能形成局部的粉尘环境。产生的活性

炭及含有重金属的粉尘对人体的呼吸道及皮肤会产生危害。需要采取有效的

除尘、防尘措施，加强通风以减少粉尘浓度；同时加强作业人员的自身防护

减少粉尘吸入，并做好中毒急救工作。 

装置开工前和检修时，需装填催化剂，容易产生粉尘、着火等危险。 

2.1.11  射线危害 

在延迟焦化的焦炭塔、溶剂脱沥青装置、PX联合装置、聚乙烯、聚丙烯

装置及芳烃装置设有放射性料位计，若使用管理不当，将会对人体造成严

重危害。 

不规范操作会造成放射性射线过量泄漏而危害职工身体健康。因此对

上述岗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每个地点的放射源实施计量监测，

并对本岗位人员实施定期身体检查和排毒疗养。而产生的放射线将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所以使用单位应严格执行《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

要求》（GBZ125-2009）的有关条款，在装有料位计的设备附近设置明显的放

射性标识和警示说明；放射性同位素设备的检修、拆除、安装等均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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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程序进行，确保操作和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 

2.1.12  车辆伤害 

本公司原料及成品的传输，除管道输送外，部分物料采用汽车运输，故

存在发生车辆伤害事故。导致车辆伤害的主要原因有： 

（1）厂区道路布置不合理、路面狭窄、转弯半径不足、路面坍塌、物

料占道堆放、路面存在油污、沙土或其他物质等使车辆偏离行驶线路。 

（2）车辆无定期检查、检验、维护和保养，存在故障。 

（3）驾驶员带病驾驶、操作失误、违章驾驶、无证驾驶、视距障碍及

车辆超速。 

（4）厂内交通管理不力，未设置警示牌、交通安全标志等。 

2.1.13  起重伤害 

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电动葫芦、桥式起重机，若起吊过程中操作失误、违

章操作均可引起起重伤害，造成人员伤害、设备损坏。 

起重机械可能造成的起重伤害事故主要原因有吊钩坠落、吊索具脱钩、

载荷坠落，吊索破断、超载、绑挂不当、违章操作等。 

2.1.14  淹溺 

本公司设有消防水池、污水处理池等，若此类设施未加防护栏、未设安

全警示标志等安全措施或未配备必要的救生器材，作业人员巡视、检查时或

违章作业时，掉入池内，存在发生淹溺事故的可能。如果救护人员措施不当

或违规操作，还可能发生连带淹溺事故。 

2.1.15  采光照明不良危害 

生产作业场所若采光不良或作业环境的照明灯具设置不当，造成照明照

度不够或均匀性达不到要求，作业人员长期处在光线不足的作业环境里作

业，会对作业人员视力造成损害，降低操作人员辨识物体的能力，损害视力，

降低生产率，甚至会成为诱发事故的原因。 

事故照明缺失，将导致救援不力、不到位；人员疏散逃生不迅速，易造

成混乱、拥挤、踩踏，事故进一步扩大、蔓延，增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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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危险、有害因素分布 

本公司生产、储存、装卸过程中主要危险化学品及危险有害因素分布情

况见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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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生产、储存、装卸过程中主要危险化学品及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表 
 

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炼油一业

务团队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硫化氢和轻烃、

瓦斯等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粉尘、腐蚀等 

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轻烃、原料气、石脑油、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

甲基二乙醇胺(MDEA)、凝缩油、汽油、等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硫醇装置 
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

(MDEA)、氢氧化钠 

170 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燃料气、正丁烷、渣油、甲烷、乙烷 

2×10 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尾气处理装置 
酸性气、氨、硫化氢、硫磺、氢、SO2、甲基二乙醇胺

(MDEA)、烃类等 

2×390 吨/小时 MDEA 溶剂再生装置 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MDEA)、硫化氢、 

200 吨/小时含硫污水汽提装置 干气、氨、硫化氢、轻烃、NaOH 

碱渣处理装置 氢氧化钠、硫化钠、尾气、液化气、汽油馏分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柴油、氢、硫化氢、甲基二乙醇胺(MDEA)、

低分气、二硫化碳、DMDS、氮气、二甲基二硫 

120 万吨/年航煤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煤油、氢、硫化氢、燃料气、二硫化碳、二

甲基二硫、氮气、二甲基二硫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氢、硫化氢、石脑油、柴油、轻烃、甲基二乙醇胺

(MDEA)、燃料气、液化气、二硫化碳、二甲基二硫、

低分气、乙烯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氢气、硫化氢、石脑油、柴油、甲基二乙醇胺(MDEA)、

干气、燃料气、二硫化碳、二甲基二硫、氮气 

80000Nm3/h 原料气氢提纯装置（PSA) 干气、氢气、低分气、乙烯等 

炼油二业

务团队 
4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原油、汽油、石脑油、煤油、柴油、重油、硫化氢和

轻烃、燃料气、瓦斯等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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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21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汽油、柴油、干气、液化气、硫化氢、二氧化硫、重

油 

重伤害、射线危害、噪声、粉尘、腐蚀等 

12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石油气、干气、丙烯、丙烷、轻 C4、C5、硫化氢、

氢氧化钠和氮气等 

27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石油气、干气、丙烯、丙烷、轻 C4、C5、硫化氢、

氢氧化钠和氮气等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干气、液化石油气、硫化氢、燃料气、甲基二乙醇胺

(MDEA)、氢氧化钠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石脑油、柴油、氢、硫化氢、甲基二乙醇胺(MDEA)、

低分气 

3 万吨/年 MTBE 装置 混合碳 4、甲醇、MTBE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氢气、石脑油、液化气、汽油、H2S、氮气、苯类芳烃、

轻烃类、碱、氨、氮气 

60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 汽油、液化石油气、干气、硫化氢、燃料气、柴油 

78 吨/小时污水汽提装置 干气、氨、硫化氢、酸性气、一氧化碳 

烯烃业务

团队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炼厂 C3/C4、乙烯、

丙烯、氢气、甲烷、混合 C4、汽油、裂解柴油、裂解

燃料油、氢氧化钠、乙炔、芳烃、硫化氢、CO、CO2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等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 装置 
抽余 C4、甲醇、异丁烯、MTBE、异丁烷、丁烯-1、燃

料气、丁烯-2、正丁烷、1,3-丁二烯 

6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混合 C4（主要组份情况，其中 1,3-丁二烯占 47.6%wt、

1-丁烯占 16.9%wt、2-丁烯占 8.5%wt、异丁烯 19.9%wt、

丁烷 5.7%wt，其余为少量的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

1,2-丁二烯等）、二甲基甲酰胺（DMF）、1,3-丁二烯、

燃料气、燃烧油、亚硝酸钠、甲苯、氮气、糠醛、对

叔丁基邻苯二酚、甲基乙炔、丁烷、甲苯、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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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12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混合 C4（主要组份情况，其中 1,3-丁二烯占 47.6%wt、

1-丁烯占 16.9%wt、2-丁烯占 8.5%wt、异丁烯 19.9%wt、

丁烷 5.7%wt，其余为少量的乙基乙炔、乙烯基乙炔、

1,2-丁二烯等）、二甲基甲酰胺（DMF）、1,3-丁二烯、

燃料气、燃烧油、亚硝酸钠、甲苯、氮气、糠醛、对

叔丁基邻苯二酚、甲基乙炔、丁烷、甲苯、氮气 

芳烃业务

团队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石脑油加氢、140

万吨/年连续重整、抽提蒸馏、二甲苯分馏、

歧化、吸附分离和异构化） 

石脑油、汽油、氢、苯、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

乙苯、邻二甲苯、燃料气、轻烃、H2S、氮气等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射线危害、噪声等 

聚烯烃业

务团队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45 万吨/年 LLDPE;45

万吨/年 HDPE) 

乙烯、丁烯、己烯、乙炔、CO、甲醇、CO2、氮气、

氢气、异戊烷、一氯二乙基铝、己烯-1、氯气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粉尘爆炸、中毒和

窒息、灼烫、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射线危害、粉

尘等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HCl、一氧化碳、氮气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HCl、一氧化碳、氮气 

公用工程

业务团队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 
氧气、氢气、氢氧化钠、H2S、NH3、CO、CO2、甲醇、

丙烯、氮气、LPG、CH4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锅炉爆炸、中毒和

窒息、灼烫、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粉尘等 

220kV 变电站 六氟化硫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重伤害、噪声 

污水处理厂、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硝酸、硫酸、碱液、次氯酸钠、氯酸钠、H2S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淹溺 

化学药剂站 甲醇、液氨、液碱、硫酸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 

储运业务

团队 

厂区危险化学品储罐（228 座、气柜 20000m3) 
汽油、石脑油、己烯-1、芳烃抽余油、加氢尾油、异戊

烷、液化气、C4、丁二烯、乙烯、丙烯、丁烯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车辆伤害等 

鲤鱼尾油港区（储罐 45 座） 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石脑油、丁二烯、丙烯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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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分布区域 主要危险化学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青兰山中转原油库（储罐 4 座） 原油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机械伤害、

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 

液化气装车站 液化气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车辆伤害 

丙烯汽车装车站 丙烯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触电、

车辆伤害 

危险化学品库、三乙基铝库、过氧化物库 
对叔丁基邻苯二酚、一氯二乙基铝、三乙基铝、引发

剂\过氧化物 301，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车辆伤害等 

硫磺库 硫磺 火灾、车辆伤害等 

EO/EG 

团队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装

置（含 EO 罐区）  
乙烯、氧气、甲烷、五氧化二钒、环氧乙烷、乙二醇 

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

机械伤害、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起

重伤害、噪声等 

消防 消防水池、水泵房 / 机械伤害、触电、淹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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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大危险源辨识 

2.2.1  辨识依据及单元划分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和《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文书的通知》（安监总厅

管三[2012]44 号）要求，为保证重大危险源辨识的统一性，危险化学品单位

厂区内存在多个（套）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并且相互之间的

边缘距离小于 500m 时，都应按一个单元来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结合本公司的工艺流程、生产区总平面布置情况、业务团队管理情况及

划分单元原则，按照生产装置类别和小于 500m 的界区划分相对独立的生产

单元，按照储存介质及罐组划分相对独立的储罐单元，将本次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辨识划分为 12 个单元：厂区 9 个单元，南山片区、鲤鱼尾库区和

青兰山库区各 1 个单元。 

表 2.2-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 

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一单元 

（老炼油 

装置区） 

4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石脑油、煤油、柴油、原油、硫化

氢、干气 
 

21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 汽油、柴油、液化气、干气  

12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丙烯、丙烷  

27 万吨/年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丙烯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脱硫醇装置 液化气、硫化氢、干气、汽油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 焦化柴油加氢

精制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3 万吨/年 MTBE 装置 MTBE、甲醇、C4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汽油、氢气、液化气  

78 吨/小时污水汽提装置 硫化氢、氨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 
汽油、苯、氢气、PX、液化气、燃

料气 
 

40 万吨/年芳烃抽提装置 
C6~ C8  馏分、C8  馏分、抽余油、

苯、甲苯 
 

二单元 

（老炼油 

罐区） 

催化重整原料及不合格汽油罐区 12# 重整原料、不合格汽油  

原油罐区 13# 原油  

重油催化和焦化原料罐区 14# 催化原料、焦化原料、重油 
不构成危

险化学品 

丙烯罐区 16# 丙烯、戊烷  

气分原料液化气罐区 17# 液化气  

航煤罐区 18# 航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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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液化气和丙烯罐区 26# 液化气、丙烯  

液化气装车站 28# 液化气  

丙烯汽车装车站 29# 丙烯  

化学药剂站 32# 碱渣、甲醇、氨水、液氨  

干式气柜 燃料气  

5540PX 柴油罐区 苯 
新增二座

苯罐 

三单元 

（ 新 炼 

油罐区） 

汽油罐区 22#（1-8） 汽油  

轻柴油罐区 23# 柴油  

轻质油罐区 96# 航煤、甲苯、抽余油、石脑油  

汽油罐区 22-1# 汽油 
新增二座

抽余油罐 

原油罐区 5110# 原油  

渣油罐区 5120# 渣油 
不属于危

险化学品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氢气  

污水处理厂、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硝酸、硫酸、碱液、次氯酸钠  

120 万吨/年 S-Zorb 催化汽油吸附脱硫

装置 

汽油、氢气、二甲基二硫醚、燃料

气、二氧化硫 
新建 

四单元 

（硫磺及 

焦化区） 

60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 汽油、柴油、干气  

2×10 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 硫化氢、硫磺、二氧化硫  

MDEA 溶剂再生装置 硫化氢、二氧化硫  

200 吨/小时含硫污水汽提装置 硫化氢  

碱渣处理装置 尾气（硫化氢）  

五单元 

（新炼油 

装置区） 

800 万吨/年常减压蒸馏装置 
石脑油、柴油、原油、煤油、硫化

氢、液化气、燃料气 
改建 

260 万吨/年轻烃回收装置 石脑油、干气、液化气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硫醇装置 液化气、硫化氢、干气  

170 万吨/年溶剂脱沥青装置 脱沥青油、溶剂（C4）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120 万吨/年航煤加氢精制装置 煤油、氢气、硫化氢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石脑油、氢气、硫化氢、氨 改建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80000Nm3 /h 原料气氢提纯装置

（PSA） 
氢气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IGCC） 氢气  

六单元 

（新炼油 

罐区） 

加氢处理及加氢裂化原料罐区 5210# 蜡油、脱沥青油  

加氢处理及加氢裂化原料罐区 5220# 柴油、航煤、催化原料  

污油、催化柴油及废甲醇罐区 5910# 柴油、甲醇、导热油  

6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二甲基甲酰胺、C4、丁二烯 新建 

23 万吨/年干气回收装置 氢气、汽油、乙烯、丙烯 新建 

七单元 

（乙烯装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乙烯、丙烯、氢气、乙烷、

丙烷、C4、C5、甲烷 
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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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序号 装置、罐组名称 主要危险物料 备注 

置区）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汽油、氢气 改建 

八单元 

（聚烯烃 

及 C 4 联

合装置

区）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乙烯、丁烯-1、氢气、三乙基铝、

一氧化碳 
改建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丙烯、乙烯、氢气、三乙基铝、一

氧化碳 
改建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 装置 MTBE、丁烯、甲醇 改建 

12 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 C4  

危险化学品库 三乙基铝  

九单元 

（化工罐 

区） 

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一）5610# 石脑油、汽油  

PX 及乙烯原料罐区（二）5620# 汽油、抽余油、己烯-1 

新增一座

裂解汽油

罐 

乙烯原料罐区（三）5630# 液化气、C4、石脑油 
新增一座

C4 罐 

PE 及乙烯原料罐区（四）5640# 
乙烯、丙烯、丁烯、异戊烷、未加

氢 C5 

新增三座

未加氢

C5 罐 

乙烯、丙烯低温罐区 5660# 乙烯、丙烯  

乙烯原料罐区（五） 加氢裂化尾油 新建 

乙烯原料罐区（六） 重石脑油 新建 

十单元 鲤鱼尾油港区（储罐 48 座） 
原油、汽油、柴油、煤油、丙烯、

丁烯 
 

十一单元 青兰山中转原油库（储罐 4 座） 原油  

十二单元 
南山片区 18/40 万吨/年环氧乙烷/乙二

醇（EO/EG）装置（含 EO 罐区） 

乙烯、氧气、甲烷、五氧化二钒、

环氧乙烷 

新建，EO

罐区未验

收 

2.2.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 

本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结果见表 2.2-2。 

表 2.2-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 

重大危险源单元

名称 
危险化学品名称 危险化学品类别 βi qi/Qi α R 级别 

一单元 

(炼油二业务团队）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354 

2 72.595 二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2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466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224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615 

对二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648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14 

MTBE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35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6.01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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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易燃气体 1.5 0.32 

氢气 易燃气体 1.5 1.228 

丙烷 易燃气体 1.5 3.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3.4 

氨 毒性气体 2 0.134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0.698 

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48 

C6~ C8  馏分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4 

C8  馏分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63 

抽余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77 

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34 

二单元 

(老炼油罐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12 

2 726.316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3.2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36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256 

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70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117.4 

丙烯 易燃气体 1.5 155 

氨 毒性气体 2 8.0 

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9.54 

三单元(新炼油罐

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5.36 

2 459. 89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98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08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68 

甲苯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56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42 

丙烯 易燃气体 1.5 4.56 

二甲基二硫醚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05 

燃料气 易燃气体 1.5 0.035 

二氧化硫 毒性气体 2 0.001 

四单元 

(硫磺及焦化区）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48 

2 21.067 三级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53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1178 

二氧化硫 毒性气体 2 0.072 

氨 毒性气体 2 0.455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1.354 

五单元 

(炼油一业务团队）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92 

2 50.001 二级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3218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77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215 

脱沥青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9 

液化气、燃料气 易燃气体 1.5 3.52 

干气 易燃气体 1.5 0.944 

C4 溶剂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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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 易燃气体 1.5 4.69 

硫化氢 毒性气体 5 1.336 

氨 毒性气体 2 0.062 

六单元 

(新炼油罐区）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4.608 

2 63.003 二级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24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2 

脱沥青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6 

二甲基甲酰胺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626 

C4 易燃气体 1.5 0.32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5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0004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8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04 

丙烯 易燃气体 1.5 9 

七单元 

(烯烃业务团队）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44 

2 61.624 二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515 

乙烯 易燃气体 1.5 3.6 

丙烯 易燃气体 1.5 8 

氢气 易燃气体 1.5 0.428 

乙烷 易燃气体 1.5 1.5 

丙烷 易燃气体 1.5 0.67 

C4 易燃气体 1.5 2.4 

C5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55 

甲烷 易燃气体 1.5 0.09 

八单元 

(聚烯烃业务团队） 

MTBE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4 

2 101.134 一级 

甲醇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01 

异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24 

己烯-1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89 

三乙基铝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5.37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33 

丁烯-1 易燃气体 1.5 6.76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19.6 

氢气 易燃气体 1.5 1.2 

C4 易燃气体 1.5 0.30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0.72 

一氧化碳 毒性气体 2 0.014 

九单元 

(化工罐区）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89.26 

2 4152.77 一级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3.104 

己烯-1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12 

芳烃抽余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2 

加氢尾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3.262 

异戊烷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52 

液化气 易燃气体 1.5 96 

C4 易燃气体 1.5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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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92 

乙烯 易燃气体 1.5 187.2 

丙烯 易燃气体 1.5 576 

丁烯 易燃气体 1.5 160 

未加氢 C5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371 

十单元(鲤鱼尾油

库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99.84 

2 1442.32 一级 

汽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52 

柴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24.32 

煤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9.0 

石脑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1.28 

丁二烯 易燃气体 1.5 128 

丙烯 易燃气体 1.5 96 

十一单元(青兰山

油库区） 
原油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76.8 1 76.8 二级 

十二单元(南山片

区，EO/EG 装置、

库区） 

乙烯 易燃气体 1.5 0.688 

1 256.01 一级 

氧气 其他类危险化学品 1 0.168 

甲烷 易燃气体 1.5 0.02 

五氧化二钒 毒性物质 2 0.04 

环氧乙烷 毒性气体 2 127.35 

经辨识，本公司二单元、三单元、八单元、九单元、十单元和十二单元

构成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单元、五单元、六单元、七单元和十一

单元构成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四单元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 

2.3  风险评估 

2.3.1  个人风险容许标准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4]第 13 号公告《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的规定， 

1）本公司中属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工艺的生产装

置及涉及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且涉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

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设施采用我国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值表，具体见

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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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个人风险标准一览表 

防护目标 
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概率值） 

在役装置（每年）≤ 

低密度人员场所（人数<30 人）：单个或少量暴露人员。 3×10
-5
 

居住类高密度场所（30人≤人数＜100人）：居民区、宾馆、度

假村等。 

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30 人≤人数＜100人）：办公场所、商

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1×10
-5
 

高敏感场所：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监狱等。 

重要目标：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 

特殊高密度场所（人数≥100 人）：大型体育场、交通枢纽、露

天市场、居住区、宾馆、度假村、办公场所、商场、饭店、娱乐

场所等。 

3×10
-6
 

2）本公司中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且爆炸品或液化易燃气体实际存在

（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

大于或等于1的装置或设施属于《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0 号）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按照《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风险标准执行。具体见表 2.3-2。 

表 2.3-2  个人风险标准一览表 

危险化学品单位周边重要目标和敏感场所类别 可容许风险（/年） 

1.高敏感场所（如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等）； 

2.重要目标（如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 

3.特殊高密度场所（如大型体育场、大型交通枢纽等）。 

<3×10
-7
 

1.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如居民区、宾馆、度假村等）； 

2.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如办公场所、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1×10

-6
 

2.3.2  社会风险容许标准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第 40号令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风

险和社会风险基准﹙试行﹚》，本公司采用的社会风险容许标准如图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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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建议社会风险容许标准曲线 

区域被划分成了三个部分：可容许区、不可容许区和 ALARP 区（尽可

能降低风险区），根据实际得到的危险源的社会风险曲线落入的区域，即可

采取不同的安全对策。 

2.3.3  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分析过程 

2.3.3.1  分析范围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涉及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种类繁多，

主要有易燃易爆气体、压力液化易燃气体、易燃液体等。生产装置中 190万

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120万吨/年煤油加氢

装置、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80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

装置、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99万吨/年乙

烯裂解装置、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和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18/40

万吨/年 EO/EG 装置涉及《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

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 号）中的危险工艺。5110#罐区的原油罐组、新

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构成一级或二级重大危险

源，且涉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26#罐区液化

气储罐和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丁二烯球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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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重大危险源，且液化易燃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 1。二单元的液氨储

罐，构成重大危险源，且涉及毒性气体的单元。 

因此本报告对以上装置、设备进行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分析，从而

判断其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2.3.3.2  重大事故类型 

企业的生产装置、设备的事故后果的大小，以及各种事故情景的发生概

率是影响企业定量风险评价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应对该企

业可能发生重大事故后果的危险源点进行充分的辨识与分析。不同种类的危

险化学品在不同装置、设施中，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类型见表 2.3-3。出于

保守考虑，同一种危险化学品可能发生多种事故类型，取其最为严重者。 

根据表 2.3-3，通过对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危险源进行分析、

辨识和筛选，本公司生产、贮存等环节的主要设备、容器主要存在以下泄漏

物质在不同泄漏模式下的对应灾害模式，详见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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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不同种类危险物质在不同装置、设施中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类型（最严重） 

 装置或场所 

 

危险物质种类 

框架中 

反应釜 

厂房中 

反应釜 

塔类 

设备 
储罐 

反应 

中间罐 
泵 压缩机 

危险品输送

管道 

易燃易爆气体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

炸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

炸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炸 

压力液化易燃气体 BLEVE BLEVE BLEVE BLEVE BLEVE 蒸气云爆炸 蒸气云爆炸 - 

甲类易燃液体 BLEVE 池火灾 BLEVE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乙类易燃液体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池火灾 

有毒气体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压力液化有毒气体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中毒 

 



 

29 

表 2.3-3  各装置、设施中模拟发生的重大事故类型 

危险源 泄漏模式 灾害模式 

55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12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30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池火 

55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90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99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池火 

210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18/40 万吨/年 EO/EG 装置 储罐完全破裂 云爆 

5110原油罐 容器整体破裂 池火 

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池火 

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池火 

芳烃联合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池火 

加氢处理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裂 云爆 

青兰山罐区原油罐 容器整体破裂 池火 

乙烯裂解汽油罐 容器整体破裂 池火 

26#罐区丙烯罐 容器大孔泄漏 云爆 

26#罐区液化气罐 容器大孔泄漏 云爆 

化工罐区低温乙烯罐 容器整体破裂 池火 

鲤鱼尾罐区丁二烯球罐 容器大孔泄漏 云爆 

二单元的液氨储罐 管道完全破裂 中毒 

2.3.3.3  分析条件选取 

本节主要采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重大危险源区域定量风险评价

软件》（CASST-QRA）2.0 版对本公司进行计算。在 CASST-QRA 2.0 版软件

中，将现场调研、分析、整理的气象条件、周边脆弱性目标分布情况、主要

危险源信息等信息进行输入性模拟计算，即可自动完成个人风险的计算、等

值线的追踪和绘制，以及社会风险曲线的绘制。CASST-QRA 2.0 版软件中输

入的信息具体如下： 

1）气象参数 

在本次风险分析评价中有两处需要气象参数，第一，在事故后果模拟时

需要风速和大气稳定度，不同的风速和大气稳定度下的事故后果影响范围是

不同的；第二，在风险计算时需要考虑风玫瑰，以及风速和大气稳定 

度的联合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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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气稳定度 

按照 Pasquill 大气稳定度级别的划分标准，参照泉州的气象数据，考虑

不利的天气条件、中等天气条件和较好的天气条件的综合影响。选用三种天

气等级：不利天气条件 1.5/F，较好的天气条件 5/D 以及中等天气 3/D。 

表 2.3-4  大气稳定度的划分 

地面风速（距

离地面 10 米

处）m/s 

白天太阳辐射 
阴天的白天或

夜间 

有云的夜间 

 强 中 弱 
薄云遮天或低

云 
云量≤4/10 

＜2 A A~B B F — — 

2~3 A~B   D E F 

3~5 B B~C C D D E 

5~6 C C~D D D D D 

＞6 C D D D D D 

（2）风向频率分布数据 

在本次风险分析评价中风向频率分布数据根据泉州崇武的风玫瑰图，将

风向分解为十六个方向并计算风向在各个方向上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 2.3-5  崇武气象站各向平均风速、风向频率、最大风速统计表 

方向 N 

N 

N 

E 

N 

E 

E 

N 

E 

E 

E 

S 

E 

S 

E 

S 

S 

E 

S 

S 

S 

W 

S

W 

W

S

W 

W 

W

N

W 

N

W 

N 

N 

W 

最大风

速（m/s） 
24 24 24 17 14 18 20 14 18 21 18 18 9 12 10 18 

平均风

速（m/s） 
4.1 8.2 8.4 6.5 4.1 3.6 3.9 4.0 4.6 5.8 4.7 3.5 2.7 3.2 2.5 3.4 

风向频

率（%） 
5 28 26 8 2 1 1 2 4 7.2 8 2 1 0.4 0.4 1 

2）周边脆弱性目标分布情况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厂址周边分布有先锋村、邱厝村、施厝村、东山

村、后田村、柯厝村、仑头村、仙境村、涂坑村、峰前村、苔圃等村庄；根

据现场调查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公司周边无高敏感场所：如医院、养老院等；

无重要目标：如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无特殊高密度场

所：如大型体育场、大型交通枢纽、大型露天市场等（人数≥100 人）。周边

脆弱性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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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周边脆弱性目标分布情况表 

场所 人口数量 场所 人口数量 

先锋村 1200 柯厝村 4100 

邱厝村 2400 仑头村 3460 

施厝村 4330 仙境村 1200 

东山村 900 涂坑村 4270 

后田村 2000 峰前村 1200 

上西村 900 苔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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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的危险源信息一览表 

表 2.3-7  主要危险源参数 

单元 

名称 
泄漏模式 

主要工艺参数 主要危险物质 

相态 
装置 

形态 

工作温

度/℃ 

工作压

力/Mp 

有效容

积/m
3
 

数量 

/个 

附属管径

/mm 

工作流量 

kg/s
-1
 

围堰面积 

/m
2
 

 

26#罐区 

液化气罐大孔

泄漏 
液态 球罐 ＜30 1.39 650 3 200 28 2800 液化气 

丙烯罐大孔泄

漏 
液态 球罐 ＜30 1.87 650 3 200 28 2800 液化气 

化工罐区 
低温乙烯罐整

体破裂 
液态 柱形罐 -104 0.0005 33900 1 250 25 1100 乙烯 

新炼油罐区 
乙烯裂解汽油

罐整体破裂 
液态 柱形罐 40 常压 5000 2 150 25 9150 汽油 

5110#原油罐

区 

原油储罐整体

破裂 
液态 柱形罐 常温 常压 20000 6 500、600 20 19555 原油 

鲤鱼尾罐区 
丁二烯罐大孔

泄漏 
液态 球罐 -10 0.64 2000 1 150 58 5177 丁二烯 

青兰山罐区 
原油储罐整体

破裂 
液态 柱形罐 常温 常压 150000 4 800 980 83169 原油 

190万吨/年重

油催化裂化装

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气

态 
/ 570/650 

0.37/0.

42 
60 1 

200/ 

1000 
62.78 / 油气 

280万吨/年柴

油加氢精制装

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气

态 
/ 330-360 5.9-6.2 52 1 

DN400 

/500 
93 / 

柴油、 

氢气 

120万吨/年煤

油加氢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气

态 
/ 268-285 1.45 42 1 

DN350 

/350 
40 / 煤油、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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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名称 
泄漏模式 

主要工艺参数 主要危险物质 

相态 
装置 

形态 

工作温

度/℃ 

工作压

力/Mp 

有效容

积/m
3
 

数量 

/个 

附属管径

/mm 

工作流量 

kg/s
-1
 

围堰面积 

/m
2
 

 

230万吨/年加

氢处理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气

态 
/ 400 14 500 1 

450、 

500 
27.5 / 氢气、石脑油 

80 万吨/年催

化柴油、焦化

柴油加氢精制

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气

态 
/ 365 7.7 10 1 

300 

/300 
30.56 / 

柴油、 

氢气 

30 万吨/年催

化重整装置 

预加氢反应器

完全破裂 

液态、气

态 
/ 310 4.5 3 1 

150 

/150 
11.11 / 汽油、氢气 

250万吨/年加

氢裂化装置 

加氢精制反应

器 

液态、气

态 
 416 15 264.51  

450 

/500 
101.11 / 氢气、油、油气 

99 万吨/年乙

烯裂解装置 

碳三反应器完

全破裂 
气态 / 55 2.3 5 1 

250 

/250 
45 / 丙烯 

50 万吨/年裂

解汽油加氢装

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 

液态 

连续进

料工艺

装置 

150 

300 

2.6 

2.5 

36 

31 

2 

1 

300 

300 

68 

19 

/ 

/ 
汽油、氢气 

70 万吨/年芳

烃联合装置 

重整反应器完

全破裂 

液态、气

态 
/ 532 0.48 20 4 

1050 

/1050 
58.89 / 石脑油、氢气 

90 万吨/年聚

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 / 87 2.1 20 2 

1050 

/1050 
416.67 / 丁烯 

55 万吨/年聚

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 / 30 4.0 50 3 200 19.4 / 液态丙烯 

12 万吨/年聚

丙烯装置 

反应器完全破

裂 
液态 / 70 3.4 20 1 100 7.36 / 液态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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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定量风险计算与分析 

1）风险标准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生产装置中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120万吨/年煤油加氢装置、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

置、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

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99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65万吨/年裂解汽油

加氢装置、7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55万吨/年聚

丙烯装置和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涉及《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

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号）中的危险工艺。5110#罐区的

原油罐组、新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构成一级或二

级重大危险源，且涉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二

单元的液氨储罐，构成重大危险源，且涉及毒性气体的单元。因而符合《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告 2014年 第 13 号）附录 2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个人

风险标准值应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

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中规定的风险标准执行，即表 2.3-1。 

26#罐区液化气储罐和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为库区的

丁二烯球罐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且液化易燃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

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 1。

因而符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40 号）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个人风险标准值应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风险标准执行，即表 2.3-2。 

2）个人风险等值线分布图情况 

采用 CASST-QRA 2.0 版软件，并输入气象条件、周边脆弱性目标分布情

况、主要的危险源信息等数据，绘制出总体个人风险等值线图，以及各装置

的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图中的红线为个人风险标准一览表中 3×10-5可容许风险（/年）值；枚

红色为个人风险标准一览表中 1×10-5可容许风险（/年）值；橙色线为 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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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许风险（/年）值；黄色线为 1×10-6可容许风险（/年）值；黑色线为 3

×10-7可容许风险（/年）值；红色小圆点为厂区主要危险源所在位置。 

绘制等值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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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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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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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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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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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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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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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21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43 

 

图 2.3.9  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120 万吨/年煤油加氢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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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0  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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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1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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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2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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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3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个人风险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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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4  乙烯裂解汽油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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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5  5110#原油罐区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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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6  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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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7  26#罐区液化气储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52 

 

图 2.3.18  26#罐区丙烯储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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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9  化工罐区低温乙烯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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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0  鲤鱼尾罐区丁二烯球罐个人风险等值线图 



 

55 

 

图 2.3.21  三座 150m³液氨储罐个人风险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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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3.2~图 2.3.21 可知，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 万吨/年

柴油加氢装置、120 万吨/年煤油加氢装置、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80 万

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250 万吨

/年加氢裂化装置、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65 万吨/年裂解汽油加氢装置、

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和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18/40 万吨/年 EO/EG 装置、5110#罐区的原油罐组、

新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三座 150m³液氨储罐等

装置的 3×10-5 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人数大于 30 人的场所；1×10-6个人风

险等值线内不包括居民区、宾馆、度假村等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和办公场所、

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3×10-6个人风险等值线内

不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监狱等高敏感场所和军事禁区、军事

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目标。 

26#罐区液化气储罐和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

丁二烯球罐的 3×10-7 个人分析等值线内不包括高敏感场所（如学校、医院、

幼儿园、养老院等）、重要目标（如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

等）及特殊高密度场所（如大型体育场、大型交通枢纽等）；1×10-6 个人风

险等值线内不包括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如居民区、宾馆、度假村等）、公众

聚集类高密度场所（如办公场所、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因此，本公司的各装置设备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符合要求。 

3）社会风险计算与分析 

将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产生的个人风险与周边人口密度相结合，绘制

出本公司的整体社会风险曲线，根据社会风险标准确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社会风险计算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危险源能够引起重特大事故的潜在可能

性和危害程度，也即引起 N 人以上死亡的事故的可能性。社会风险计算充分

考虑企业周边的社会人员分布。根据社会风险曲线形状的不同，将社会风险

划为三种类型，即曲线进入不可容许区、进入 ALARP 区、落入可容许区。 

由于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120 万

吨/年煤油加氢装置、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3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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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催化重整装置、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

吨/年聚乙烯装置、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5110#罐

区的原油罐组、新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的个人风

险等值线未超出厂界，因而无社会风险曲线。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26#罐区液化气储

罐和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丁二烯球罐的社会风

险曲线如表 2.3.22～2.3.27 所示。 

 

图 2.3.22  21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社会风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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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3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社会风险曲线 

 

图 2.3.24  26#罐区丙烯储罐社会风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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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5  26#罐区液化气罐社会风险曲线 

 

图 2.3.26  化工罐区低温乙烯罐社会风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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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7  鲤鱼尾罐区丁二烯球罐社会风险曲线 

由社会风险分布模拟结果图可知： 

26#罐区液化气储罐的社会风险曲线处于可容许区内，说明 26#罐区液化

气储罐的社会风险较小。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250万吨/年加氢裂化装

置、26#罐区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丁二烯球罐的

社会风险曲线都处于尽可能降低区域和可容许区内，这说明上述装置的社会

风险是可接受的，但应采取措施尽量降低。 

2.3.3.5  风险评价结论 

根据以上计算和分析，并通过现场考察，总结如下：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120 万吨/

年煤油加氢装置、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

油加氢精制装置、30 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5110#罐区的原油罐组、新

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三座 150m³液氨储罐等装

置、设施的 3×10-5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人数大于 30人的场所；1×10-6

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和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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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高敏感场所和重要目标。 

26#罐区液化气储罐和丙烯储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

丁二烯球罐等装置、设施的 3×10-7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高敏感场所、重

要目标及特殊高密度场所；1×10-6个人风险等值线内不包括居住类高密度场

所、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 

因此，本公司的以上各装置设备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符合要求。 

19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28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120 万吨/

年煤油加氢装置、80 万吨/年催化柴油、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置、30万吨/

年催化重整装置、99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70 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90

万吨/年聚乙烯装置、5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5110#

罐区的原油罐组、新炼油罐区乙烯裂解汽油罐、青兰山罐区原油储罐等装置、

设施经软件计算不存在社会风险。 

26#罐区液化气储罐的社会风险曲线处于可容许区内，说明 26#罐区液化

气储罐的社会风险较小，处于可容许区内，其社会风险可接受。 

230 万吨/年加氢处理装置、25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26#罐区丙烯储

罐、化工罐区的低温乙烯罐、鲤鱼尾库区的丁二烯球罐等装置和设施的社会

风险曲线有部分处于尽可能降低区域内，这些装置和设施均装备了满足安全

生产要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紧急切断系统，均采取了温度、

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

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等安全设施、措施，这些装置、设施的社会风

险是可接受的。 

2.4  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本公司

得分 75 分，风险等级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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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调查报告的对象及范围为： 

（1）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周边在公司发生事故时可能向公司提供

应急救援的部门及单位。 

1.2  调查目的 

根据本公司可能发生的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全面调查本地区、本

公司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事故处置所需的应急资源状况和合作区域内可以请

求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为建立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资源数据库和管理信息平

台提供统一完整、及时准确的基础资料和决策依据，并结合事故风险评估评

估结论，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先期处置提供应急资源准备，指导应急措施的

制定。 

1.3  调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

第 6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4]第

13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8]第 6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5]第

9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1]

第 52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7]第 81号修改）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号) 

（7）《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93 号）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 

（9）《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 号，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3、80 号修改） 

（10）《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21 号） 

（1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88 号） 

（1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指南（试行）》（安监

总厅应急〔2009〕73 号） 

（13）《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 

（14）《福建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 第 200号） 

（15）《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 12月 2 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6）《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闽

政[2010]22号） 

（17）《福建省消防条例》（闽常[2012]31 号） 

（18）《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13） 

（1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20）《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2012） 

（21）《各类监控化学品目录》（原化学工业部令第 11 号） 

（22）《列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新增品种清单》（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

局令第 1号） 

（23）《危险化学品目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十部门公告

2015年第 5号） 

（24）《高毒物品目录（2003 年版）》（卫法监发[2003]142 号） 

（25）《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

告，公布日期 2017年 5 月 11 日） 

（26）《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 

（2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28）《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AQ/T3048-2013） 

（29）《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 

1.3  调查原则 

（1）全面性原则 

应急资源调查过程中既要考虑资源种类的全面性，又要考虑内部和周边

地区调查的全面性，保证调查结果没有遗漏。 

（2）实用性原则 

应急资源调查过程中既要考虑应急资源种类与可能发生的事故性质、危

害程度的匹配性，又要考虑应急资源调集、使用的可靠性，保障所调查的应

急资源在应急处置时有用、可用。 

（3）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资源调查过程，保证

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4）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事件和经费等因素，结合生产经营单位的实际情况，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便于操作。 



 

1.4  调查工作程序 

本公司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程序见图 1.4-1。 

 

 

 

 

 

 

 

 

 

 

 

 

 

 

图 1.4-1  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程序图 

2  公司主要风险状况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第 2.1 节已

辨识本公司炼油、乙烯生产、储存过程中存在火灾、爆炸、容器爆炸、锅炉

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化学灼伤、高温烫伤）、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

害、噪声危害、粉尘危害、射线危害、车辆伤害、起重伤害、淹溺、采光照

明不良等危险、有害因素。 

3  公司应急资源 

1、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设置有总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消

防气防、消防一大队（老厂区）、消防二大队（新厂区）、消防三大队（鲤鱼

尾）、消防四大队（青兰山）、医疗站（厂区、鲤鱼尾、EO/EG）、化验检测中

心环境监测站、储运二联合调度、机械设备抢修组等应急队伍。 

得出应急资源调查结论 

分析不足或差距 

前期准备过程 

收集资料 

现场调查 

制定完善应急资源的措施 

编制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各职能部门及团队作为事故先期应急处置队伍，根据应急指挥中心或现

场总指挥的指令，听从、配合、协助进行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救援队伍及团队应急人员的联络方式，详见附件 1。 

2、各团队根据生产和危险源分布情况，配备了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各团队对应急物质和装备负责日常维护和保养，应急物资明细详见附件 2。 

4  周边社会应急资源调查 

当遇到较大或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个企业配备的应急物质及装备不

可能满足各类事故要求，把区域内应急装备共享更能够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

发挥，企业可依托的应急装备包括：互助单位的应急装备及政府公共应急装

备。 

4.1  互助单位的应急装备 

调查的互助单位主要为本公司周边企业，详见表 4.1-1~表 4.1-3： 

表 4.1-1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应急装备表 

品名 型号 数量  地点 备注 

防爆对讲机 摩托罗拉 8 全区域  

吸油毡 20 ㎏/捆 10 老仓库  

急救药箱 个 5 全区域  

空气呼吸器 300BAR 4 个 危化库、气瓶库  

滤毒器 MD3L 4 个 危化库、气瓶库  

D 类金属干粉灭火器 25 ㎏ 15 个 危化库  

干粉灭火器 8 ㎏ 250 个 全区域  

手推式干粉灭火器 35 ㎏ 13 个 
危化库、SEI 库、老仓

库 
 

扁担 把 50 老仓库  

帆布 10*10 5 老仓库  

箩筐 个 100 老仓库  

尼龙绳 100 米 4 老仓库  



 

铁锹 把 50 老仓库  

编织袋 个 2000 老仓库  

镐头 把 10 老仓库  

表 4.1-2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汽车配备情况表 

停车地点 车型及数量 车号 驾驶员 联系电话 

泉港影剧院 大客车 2 台 
闽 C-17540 林碧川 13665976185 

闽 C-81028 林昌渊 87822607 

泉港影剧院 面包车 2 台 
闽 C-8H659 陈财兴 18905076956 

闽 C-C0A69 朱宏渝 13805974090 

泉州大楼 大客车 2 台 
闽 C-82680 钟晓明 13599777675 

闽 C-82689 王益龙 13805947431 

泉州大楼 中巴车 1 台 闽 C-87401 翁永锋 13808529814 

泉州大楼 轿  车 1 台 闽 CB3R56 林惠山 13959973163 

表 4.1-3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应急装备表 

项目 名称 型号 数量/功率 备注 

船舶 

兴通 109 应急处置船 500t 
具备溢油回收、消防及拖轮

使用的多功能船舶 

兴通油 101 应急处置船 500t 

具有溢油围控、回收与清除、

临时储存、分散剂喷洒和应

急辅助卸载等功能 

兴通 103 污油水接收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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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通渡 1 辅助船舶 110KW  

兴通交 5 辅助船舶 87KW  

兴通交 6 辅助船舶 87KW  

兴通交 7 辅助船舶 87KW  

兴通拖 1 拖船 1320KW  

兴通拖 3 拖船 1764KW  

兴通拖 6 拖船 2354KW  



 

围油栏 

浮子式橡胶

围油栏 

WGJ1000 1700 米 

适用于非开阔水域，高强度、

耐磨、耐油、耐候 

WGJ800 240 米 

WGJ1000 500 米 

WGJ1000/WGJ800 1730 米 

WGJ1000 280 米 

WGJ1000 150 米 

GWJ900 2040 米  

PVC 固体浮

子式围油栏 
WGV90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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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高为 1500mm，适用于开阔

水域，是围控溢油、防止溢

油扩散的重要设备，特别适

用于应急处理溢油事故。 

WQJ1500   

围油栏集装

卷绕架 
WJQ1500 10 套  

围油栏集装

卷绕架 
WJ1500 10 套  

围油栏动力

站 
PK1650C 1 套  

充吸气机 FGC 1 套  

围油栏 

围油栏拖头 
QW1500-01 

4 套  
WQJ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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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水泵 KDP30 2 套  

充气泵 EB-415 2 套  

防火围油栏 WGJ9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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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围油栏

存储架 
WGJ900H 10 套  

收油机 

硬刷转盘收

油机 
ZS5 1 台 收油速率为 5m3/h 

转盘转刷式

收油机 

ZSPS3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 30m3/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ZSPS60 2 套 
最大收油速率 60m3/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动力站 ZSPS30-02C 1 套  

下行动态斜

面带式收油

机 

DXS3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 30m3/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DXS60 2 套 最大收油速率 60m3/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动态斜面收

油机 
DXS10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 100m3/h，适合

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动力站 PK13120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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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mpa 

冷水清洁装

置 
BCC0917A 4 套 压力为 9mpa 

吸油材料 

吸油毡 
PP 1 吨  

PP-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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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油分散剂 

GM-2 8 吨  

GM-2 12 吨 
储存于青岛光明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 

微普紧急泄

漏处理液 
WP-J-Y02 1 吨  

溢油分散剂 
微普紧急泄

漏处理液 
WP-J-Y02 1.5 吨 

储存于泉州海润船舶物资供

应有限公司 

化学吸收剂 
化学液体 FG

吸附颗粒 
 3 吨  

卸载装置 过驳油泵 2HM2500-85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50m3/h 

卸载装置 

防爆过驳油

泵 
YHCB-100/3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00m3/h 

圆弧齿轮泵 YHCB-60/5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60m3/h 

卸载泵 XZB300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300m3/h/台 

齿轮式输油

泵 
KCB200 2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2m3/h/台 

圆弧防爆齿

轮 
YHCB-100/3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00m3/h，

2014.5.5 入库 

吸油软管  

DN50 55 米  

DN75 130 米  

DN80 25 米  

DN100 215 米  

DN150 215 米  

油水分离器  ZYF-Z-1 1 台 处理能力 1m3/h 

储存装置 
兴通油 101 应急处置船 578 立方  

兴通 109 应急处置船 568 立方  



 

轻使储油罐 6 个 243 立方  

通讯设备 
对讲机  12 台  

高频  12 台  

后勤保障 

应急设备库  1500m2  

灭火器 干粉、泡沫 50 个  

救生衣 DF86-5 90 件  

救生圈 2.5KG 60 个  

安全帽  60 顶  

雨衣  60 套  

雨鞋  60 双  

劳保服  180 套  

劳保鞋  67 双  

后勤保障 

手套  200 双  

口罩  60 个  

药箱  4 个 配备常用药品 

防毒口罩  58 具  

防护眼镜  60 个  

消防员装备  1 套  

环保手电筒  20 个  

消防防化服 RHF-01 4 套  

吊车  1 部  

叉车  1 部  

作业人员 

高级指挥  3 人 

具备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

应的宏观掌控能力等，已取

得船舶污染物应急高级指挥

人员证书 

现场指挥  8 人 

能根据指挥机构的对策，指

定具体的清污方案并组织应

急人员实施，已取得船舶污

染物现场指挥人员证书 

溢油应急人

员 
 50 人 

具备应急反应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正确使用应急设备和

器材，实施清污作业。 

4.2  可依托的公共应急装备 

（1）消防依托 

泉港区公安消防大队距离本公司约 6.5km，接到报警电话后，消防人员

可在 14min 左右到达现场。 

（2）医疗急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距离本公司约 3km，接到报警电话



 

后，医疗人员可在 8min 左右到达现场，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 

（3）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详见附表 1-3。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表，详见附表

1-4。 

（4）依托的公共应急装备配置情况 

依托的公共应急装备配置情况，详见表 4.2-2。 

表 4.2-2  依托的公共应急装备配置简表 

一、消防队与装备情况 

消防队名称 泉港区公安消防大队 

消防队人数 20 人 

消防值班电话 87991222 

消防车等装备信息： 

序号 消防装备名称 数量 型号 购置日期 主要性能指标 

1 东风水罐消防车 3    

2 25 米高喷车 1    

二、中毒控制或职业病防治医疗机构 

医院名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 

医务人员 220 人 床位数 200 床 

值班电话 0595-87789120 

化学中毒、灼伤等救治业务专长： 

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中毒的救治； 

甲醇、有机磷等化学物中毒的救治； 

电击伤、热烧伤及化学性烧伤的救治； 

各类外伤的救治。 

5  应急资源不足或差距分析 

本公司的应急资源以及周边可依托的社会应急资源基本能够满足应急需

要，本公司应急资源储备及管理方面暂无不足问题。 

6  应急资源调查主要结论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了调查：按规定配备了

应急救援队伍、应急设施及装备。通过本次调查摸清了周边可依托的互助单



 

位与政府配套的公共应急资源及队伍，突发生产安全事故时，如果能及时有

效的利用好这些资源，对事故的控制是有利的。此外，为了使突发事故发生

时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有序开展，本公司制定了应急专项经费保障措施，能够

满足应急救援需求。 

7  完善应急资源的具体措施 

1、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专业管理、保障急需、专物

专用”，所有应急物资不得私自挪至他用。 

2、对已消耗的应急物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调出物资的规格、数量、

质量等重新购置。供应流通部要加强对应急物资的采购环节的监督，HSE部、

消防队要加强对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对管理混乱、冒

领、挪用应急物资等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3、定期对应急资源进行检查，确保其安全可靠。 

4、加强与外部消防应急力量的沟通、协作。 



 

8  附件 

附件 1：相关部门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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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  24 小时值班 

87799119 可以用外线及手机

拨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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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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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8

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 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 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 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 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 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 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值

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 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 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 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 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管 胡 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

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 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 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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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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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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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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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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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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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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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  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有

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区

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消

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  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公

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头

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4 
 

 

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郭燕清/1588090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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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5 个 

储

运

业

务

团

队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0

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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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TLF12.001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6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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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0 型）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ZZ1256M4346F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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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6521KSB 型）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队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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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套 二

团

队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2 台 消

防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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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OWOO-Y-C

N-OO） 

支

队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S）） 

3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S/CO 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6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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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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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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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灭火器

（3kg） 
2瓶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灭火器

（3kg） 
8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灭火器

（3kg） 
8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灭火器

（3kg） 
152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灭火器

（3kg） 
1020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灭火器

（5kg） 
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灭火器

（5kg） 
156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灭火器

（7kg） 
59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灭火器

（7kg） 
98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灭火器

（24kg） 
22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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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式CO2灭火器

（24kg） 
21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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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宽 1.2M,厚 8MM 的

玻璃纤维）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 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 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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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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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8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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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重大危险源事故风险分析 

本公司有 74 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其中达到一级的有 

25 个，二级的有 6 个，三级的有 23 个，四级的有 20 个。各单元存在的

物质见表 1.1-1，单元划分示意图见附图 1。 

表 1.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存在物质 
序

号 

团队名

称 
装置名称 涉及化学品 

属于重大危险源物

质 

1. 

炼油一

业务团

队 

1000万吨/年常减压

蒸馏装置 

燃料气（油气、轻烃）、煤油、

石脑油、柴油、原油、硫化

氢、闪底油 

燃料气（油气、轻

烃）、煤油、石脑油、

柴油、原油、硫化氢 

2. 
260万吨/年轻烃回收

装置 

石脑油（Ｃ4、Ｃ５和Ｃ５以

上）、液化气、干气（轻烃、

乙烷） 

石脑油（Ｃ4、Ｃ５

和Ｃ５以上）、液化

气、干气（轻烃、乙

烷） 

3. 
气体脱硫、液化气脱

硫醇装置 

液化气、干气（轻烃）、硫

化氢、硫磺、氢氧化钠、石

脑油 

液化气、干气、硫化

氢、石脑油 

4. 
170万吨/年溶剂脱沥

青装置 
脱沥青油、溶剂Ｃ4 脱沥青油、溶剂Ｃ4 

5. 

2×10 万吨/年硫磺回

收装置+尾气处理装

置 

硫化氢、二氧化硫、硫磺、

MDEA(甲基二乙醇胺)、少量

氢气 

硫化氢、二氧化硫、

氢气 

6. MDEA溶剂再生装置 硫化氢、富胺液 硫化氢 

7. 
200吨/小时含硫污水

汽提装置 

硫化氢、氨、酸性气、硫磺、

少量油气 
硫化氢、氨、油气 

8. 碱渣处理装置 氢氧化钠 / 

9. 
280万吨/年柴油加氢

精制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少量

氨、粗石脑油 

柴油、氢气、硫化氢、

少量氨、粗石脑油 

10. 
120万吨/年航煤加氢

精制装置 

煤油、氢气、硫化氢、压缩

氮气 
煤油、氢气、硫化氢 

11. 
250万吨/年加氢裂化

装置 

石脑油、氨、氢气、硫化氢、

原料油、贫胺液、富胺液 

石脑油、氨、氢气、

硫化氢 

12. 
230万吨/年加氢处理

装置 
柴油、氢气、硫化氢 柴油、氢气、硫化氢 

13. 
80000Nm

3
硫化氢、低分气、MDEA(甲基

二乙醇胺) 

/h原料气氢

提纯装置（PSA) 
硫化氢 

14. 
23万吨/年干气回收

装置 

焦化干气、催化干气、轻烃

干气、PSA解析气、氢气、

汽油、乙烯、丙烯 

氢气、汽油、乙烯、

丙烯 

15. 

炼油二

业务团

队 

400万吨/年常减压蒸

馏装置 

原油、煤油、柴油、石脑油、

油气、汽油、燃料气 

原油、煤油、柴油、

石脑油、油气、汽油、

燃料气 

16. 
230万吨/年催化裂化

装置 

汽油、柴油、液化气、少量

干气及油浆 

汽油、柴油、液化气、

少量干气 

17. 
12万吨/年气体分馏

装置 

液化气、丙烷、丙烯、少量

乙烷 

液化气、丙烷、丙烯、

少量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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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团队名

称 
装置名称 涉及化学品 

属于重大危险源物

质 

18. 
27万吨/年气体分馏

装置 

液化气、丙烷、丙烯、少量

乙烷 

液化气、丙烷、丙烯、

少量乙烷 

19. 
气体脱硫、催化氧化

脱硫醇装置 

干气、液化气、汽油、硫化

氢、硫醇 

干气、液化气、汽油、

硫化氢 

20. 

80万吨/年催化柴油、

焦化柴油加氢精制装

置 

柴油、氢气、汽油、燃料气、

硫化氢 

柴油、氢气、汽油、

燃料气、硫化氢 

21. 
3万吨/年 MTBE装

置 
Ｃ4、甲醇、MTBE Ｃ4、甲醇、MTBE 

22. 
30万吨/年催化重整

装置 
汽油、氢气、液化气、铵盐 汽油、氢气、液化气 

23. 
78吨/小时污水汽提

装置 
硫化氢、氨、污油 硫化氢、氨 

24. 
120万吨/年催化汽油

吸附脱硫装置 
氢气、燃料气、硫化氢 

氢气、燃料气、硫化

氢 

25. 

烯烃业

务团队 

110万吨/年乙烯裂解

装置 

石脑油、乙烯、丙烯、氢气、

乙烷、丙烷、Ｃ4、Ｃ5、甲

烷 

石脑油、乙烯、丙烯、

氢气、乙烷、丙烷、

Ｃ4、Ｃ5、甲烷 

26. 
10/4.5 万吨/年

MTBE/丁烯-1装置 
MTBE、丁烯、甲醇、Ｃ4 

MTBE、丁烯、甲醇、

Ｃ4 

27. 
12万吨/年丁二烯抽

提装置 
二甲基酰胺、Ｃ4、丁二烯 

二甲基酰胺、Ｃ4、

丁二烯 

28. 
65 万吨/年裂解汽油

加氢装置 
汽油（C6～C8）、氢气 

汽油（C6～C8）、氢

气 

29. 
6万吨/年丁二烯抽提

装置 
二甲基酰胺、Ｃ4、丁二烯 

二甲基酰胺、Ｃ4、

丁二烯 

30. 
2万吨/年 C4 尾气加

氢装置 
Ｃ4、氢气 Ｃ4、氢气 

31. 
5660#乙烯、丙烯低温

罐区 
乙烯、丙烯 乙烯、丙烯 

32. 

芳烃业

务团队 

70万吨/年芳烃联合

装置（石脑油加氢、

140万吨/年连续重

整、抽提蒸馏、二甲

苯分馏、歧化、吸附

分离和异构化） 

石脑油、汽油、苯、氢气、

燃料气、甲苯、二甲苯、环

丁砜、液化气、对二乙苯、

丙烷、Ｃ6、Ｃ7、ＨＣ 

石脑油、汽油、苯、

氢气、燃料气、甲苯、

二甲苯、环丁砜、液

化气、对二乙苯、丙

烷、Ｃ6、Ｃ7、ＨＣ 

33. 
40万吨/年芳烃抽提

装置 

Ｃ8馏分、抽余油、苯、甲

苯 

Ｃ8馏分、抽余油、

苯、甲苯 

34. 
70万吨/年芳烃联合

装置中间罐区 

Ｃ8+重整油、抽提进料、歧

化原料、解析剂、不合格 PX、

歧化白土进料、环丁砜 

Ｃ8+重整油、抽提进

料、歧化原料、解析

剂、不合格 PX、歧化

白土进料、环丁砜 

35. 

聚烯烃

业务团

队 

90 万吨/年聚乙烯装

置 

氢气、乙烯、异戊烷、丁烯

-1、一氧化碳、三乙基铝 

氢气、乙烯、异戊烷、

丁烯-1、一氧化碳、

三乙基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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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团队名

称 
装置名称 涉及化学品 

属于重大危险源物

质 

36. 
55 万吨/年聚丙烯装

置 

丙烯、氢气、一氧化碳、三

乙基铝、异丙醇（少量）、

硅烷（少量） 

丙烯、氢气、一氧化

碳、三乙基铝、异丙

醇（少量）、硅烷（少

量） 

37. 
12万吨/年聚丙烯装

置 
丙烯、氢气、三乙基铝 

丙烯、氢气、三乙基

铝 

38. EO/EG
团队 

南山片区 18/40万吨

/年环氧乙烷/乙二醇

（EO/EG）装置 

C2H4、CH4、环氧乙烷、压缩

氧气、乙二醇、少量氯乙烷

(EC)、氮气、二氧化碳、氩

气、少量乙烷、碳酸钾溶液、

二乙二醇、三乙二醇、少量

甲醛 

C2H4、CH4、环氧乙

烷、压缩氧气、少量

氯乙烷(EC)、少量乙

烷、少量甲醛 

39. 南山片区 EO 罐区 环氧乙烷 环氧乙烷 

40. 公用工

程业务

团队 

制氢/汽电联产装置

（IGCC) 

甲醇、丙烯、一氧化碳、氢

气、硫化氢 

甲醇、丙烯、一氧化

碳、氢气、硫化氢 

41. 污水处理厂 硫酸 / 

42. 化学水凝结水装置 氨 氨 

43. 

供应流

通部 

危险化学品库：乙类

库 

汽柴油无灰型抗静电剂、航

煤抗静电剂、丁二烯萃取阻

聚剂、正丙醇、对叔丁基邻

苯二酚、油漆 

汽柴油无灰型抗静

电剂、航煤抗静电

剂、丁二烯萃取阻聚

剂、正丙醇、对叔丁

基邻苯二酚、油漆 

44.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

库 5号 
三乙基-三甲基-三过氧壬烷 

三乙基-三甲基-三

过氧壬烷 

45.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

库 6号 
一氯二乙基铝、三正已基铝 

一氯二乙基铝、三正

已基铝 

46.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

库 7号 
氯乙烷、三乙基铝 氯乙烷、三乙基铝 

47. 
危险化学品库：危化

库 8号 
三乙基铝 三乙基铝 

48. 硫磺库 硫磺 / 

49. 

储运业

务团队 

催化重整原料及不合

格汽油罐区 12# 

催化重整原料（汽油）、不

合格汽油 

催化重整原料（汽

油）、不合格汽油 

50. 
重油催化和焦化原料

罐组 

催化原料（与蜡油性质一

样）、焦化原料（与蜡油性

质一样）、重油 

/ 

51. 原油罐区 13# 原油 原油 

52. 丙烯罐区 16# 戊烷、丙烯 戊烷、丙烯 

53. 
气分原料液化气罐区

17# 
液化气 液化气 

54. 航煤罐区 18# 煤油 煤油 

55. 汽油罐区 22# 汽油 汽油 

56. 轻柴油罐区 23# 柴油 柴油 

57. 
液化气和丙烯罐区

26# 
液化气、丙烯 液化气、丙烯 

58. 燃料油罐组 94# 燃料油 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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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团队名

称 
装置名称 涉及化学品 

属于重大危险源物

质 

59. 轻质油罐区 96# 
煤油、甲苯、抽余油、石脑

油 

煤油、甲苯、抽余油、

石脑油 

60. 
燃料油及不合格柴油

罐区 15# 

不合格柴油、燃料油、重污

油、催化油浆 

不合格柴油、燃料

油、重污油(与燃料

油性质相近）、催化

油浆(与燃料油性质

相近） 

61. 汽油罐区 22-1# 汽油、MTBE 汽油、MTBE 

62. 5110#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63. 5120#渣油罐组 渣油、热污油 / 

64. 
5210#加氢处理及加

氢裂化原料罐区 
蜡油、脱沥青油 脱沥青油 

65. 

5220#柴油加氢、航煤

加氢及催化裂化原料

罐区 

柴油、煤油、催化原料（与

蜡油性质一样） 
柴油、煤油 

66. 5400#液化气罐区 液化气、丁二烯 液化气、丁二烯 

67. 5540#PX 柴油罐区 苯、柴油、对二甲苯（PX） 
苯、柴油、对二甲苯

（PX） 

68. 
5550#苯、焦化汽柴油

加氢原料罐区 
苯、焦化汽柴油 苯、焦化汽柴油 

69. 
5610#PX 及乙烯原料

罐区(一) 
汽油、石脑油 汽油、石脑油 

70. 
5620#PX 及乙烯原料

罐区(二) 

汽油、已烯-1、芳烃抽余油、

加氢尾油、PFO+PGO 

汽油、已烯-1、芳烃、

抽余油 

71. 
5630#乙烯原料罐区

(三) 

液化气、Ｃ4、石脑油、丁二

烯、MTBE原料 

液化气、Ｃ4、石脑

油、丁二烯、MTBE原

料 

72. 
5640#PE 及乙烯原料

罐区(四) 

乙烯、丙烯、丁烯、丁烷、

异戊烷、未加氢Ｃ5 

乙烯、丙烯、丁烯、

丁烷、异戊烷、未加

氢Ｃ5 

73. 5650#液碱罐组 液碱 / 

74. 乙烯原料罐区(五) 柴油 / 

75. 乙烯原料罐区(六) 重石脑油 重石脑油 

76. 
5910#污油、催化柴油

及废甲醇罐区 
污油、导热油、柴油、甲醇 柴油、甲醇 

77. 液化气装车站 28# 液化气 液化气 

78. 丙烯汽车装车站 29# 丙烯 丙烯 

79. 化学药剂站液氨储罐 液氨 液氨 

80. 化学药剂站甲醇储罐 甲醇 甲醇 

81. 5560#柴油罐区 柴油 柴油 

82. 
鲤鱼尾

库区 

鲤鱼尾库区 100 单元

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3/修改 0） 

6 

序

号 

团队名

称 
装置名称 涉及化学品 

属于重大危险源物

质 

83. 
鲤鱼尾库区 101 单元

柴油罐区 
柴油、石脑油 柴油、石脑油 

84. 
鲤鱼尾库区 102 单元

汽油罐区 
汽油、煤油 汽油、煤油 

85. 
鲤鱼尾库区 103 单元

燃料油沥青罐区 
燃料油、石脑油、甲醇 

燃料油、石脑油、甲

醇 

86. 
鲤鱼尾库区 201 单元

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87. 
鲤鱼尾库区 202 单元

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88. 
鲤鱼尾库区 203 单元

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89. 
鲤鱼尾库区 204 单元

汽油、柴油罐区 
汽油、柴油 汽油、柴油 

90. 
鲤鱼尾库区 207 单元

丙烯、丁二烯罐区 
丙烯、丁二烯 丙烯、丁二烯 

91. 
鲤鱼尾库区 456 单元

航煤罐区 
炼油、石脑油 炼油、石脑油 

92. 乙二醇罐组 乙二醇 / 

93. 

青兰山

库区原

油 
原油罐区 原油 原油 

 

1.2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的规定，对各

辨识单元进行辨识。按照单元内最大可能存量进行分析。 

各单元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情况如下。 

序号 
装置名称或位

置 
危险物质 

类别

和符

号 

qn/Q α n βi Ri R 级别 

1 

炼油一业务团

队 1000 万吨/

年常减压蒸馏

装置 

燃料气 W2 1.9 

2 

1.5 5.7 

34.56 三级 

煤油 W5.4 0.07 1 0.14 

石脑油 W5.3 0.05 1 0.10 

柴油 W5.4 0.09 1 0.18 

原油 
W5.2 12.48 1 24.96 

W5.3 1.10 1 2.20 

硫化氢 表 1 0.13 5 1.28 

2 260万吨/年轻 石脑油 W5.3 1.6  1 3.2 11.6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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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回收装置 液化气 表 1 2.48 2 
 

1.5 7.44 

干气 W2 0.32 1.5 0.96 

3 

炼油一业务团

队气体脱硫、液

化气脱硫醇装

置 

干气 W2 2.2 

2 

1.5 6.6 

9.40 四级 
液化气 表 1 0.6 1.5 1.8 

石脑油 W5.3 0.05 1 0.1 

硫化氢 表 1 0.09 5 0.90 

4 

炼油一业务团

队 170万吨/年

溶剂脱沥青装

置 

脱沥青油 
W5.2 1.96 

2 

1 3.92 

17.73 三级 

W5.4 0.002 1 0.004 

溶剂（C4) 

W5.1 0.07 1.5 0.21 

W5.2 6.75 1 13.50 

W5.3 0.05 1 0.10 

5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80万吨/年

柴油加氢精制

装置 

柴油 
W5.2 1.03 

2 

1 2.06 

5.71 四级 

W5.4 0.08 1 0.15 

氢气 表 1 0.3 1.5 0.9 

石脑油 W5.3 0.001 1 0.002 

硫化氢 表 1 0.26 5 2.6 

6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50万吨/年

加氢裂化装置 

石脑油 

W5.1 3.93 

2 

1.5 11.79 

26.58 三级 

W5.2 1.29 1 2.58 

W5.3 0.14 1 0.28 

氨 表 1 0.06 2 0.24 

氢气 表 1 1.63 1.5 4.89 

硫化氢 表 1 0.68 5 6.8 

7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30万吨/年

加氢处理装置 

柴油 

W5.1 0.51 

2 

1.5 1.53 

4.24 四级 

W5.2 0.45 1 0.90 

W5.4 0.01 1 0.02 

氢气 表 1 0.23 1.5 0.69 

硫化氢 表 1 0.11 5 1.10 

8 

炼油一业务团

队 23万吨/年

干气回收装置 

氢气 表 1 0.07 

2 

1.5 0.21 

11.37 三级 
汽油 表 1 / 1 / 

乙烯 表 1 0.14 1.5 0.42 

丙烯 W2 3.58 1.5 10.74 

9 

炼油二业务团

队 400万吨/年

常减压蒸馏装

置 

原油 
W5.2 5.66 

2 

1 11.32 

13.05 三级 

W5.3 0.52 1 1.04 

煤油 W5.4 0.0006 1 
0.001

2 

柴油 W5.4 0.01 1 0.02 

石脑油 W5.3 0.02 1 0.04 

汽油 表 1 0.30 1 0.60 

燃料气和

油气 
Ｗ2 0.009 1.5 0.027 

10 

炼油二业务团

队 230万吨/年

催化裂化装置 

汽油 表 1 3.90 

2 

1 7.80 

23.88 三级 柴油 
W5.2 1.97 1 3.94 

W5.4 0.07 1 0.14 

液化气 表 1 4 1.5 12 

11 

炼油二业务团

队 12万吨/年

气体分馏装置 

液化气 表 1 1.1 

2 

1.5 3.3 

8.46 四级 丙烷 表 1 0.32 1.5 0.96 

丙烯 W2 1.4 1.5 4.2 

12 
炼油二业务团

队 27万吨/年

液化气 表 1 1.38 
2 

1.5 4.14 
11.46 三级 

丙烷 表 1 0.44 1.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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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馏装置 丙烯 W2 2 1.5 6 

13 

炼油二业务团

队气体脱硫、

催化氧化脱硫

醇装置 

干气 W2 2.2 

2 

1.5 6.6 

10.80 三级 
液化气 表 1 0.6 1.5 1.8 

汽油 表 1 0.75 1 1.5 

硫化氢 表 1 0.09 5 0.90 

14 

炼油二业务团

队 3万吨/年

MTBE装置 

C4 W2 1.6 

2 

1.5 4.8 

4.88 四级 甲醇 表 1 0.01 1 0.02 

MTBE W5.3 0.04 1 0.08 

15 

炼油二业务团

队 30万吨/年

催化重整装置 

汽油 表 1 0.82 

2 

1 1.64 

3.67 四级 氢气 表 1 0.57 1.5 1.71 

液化气 表 1 0.106 1.5 0.32 

16 

炼油二业务团

队 120万吨/年

催化汽油吸附

脱硫装置 

汽油 / 1.00 

2 

1 2.00 

2.02 四级 
氢气 / 0.01 1.5 0.02 

燃料气 W2 0.001 1.5 0.003 

硫化氢 / / 5 / 

17 

烯烃业务团队

110万吨/年乙

烯裂解装置 

石脑油 W5.3 0.69 

2 

1 1.38 

78.98 二级 

乙烯 表 1 3.6 1.5 10.8 

丙烯 W2 8 1.5 24 

氢气 表 1 0.3 1.5 0.9 

乙烷 W2 1.5 1.5 4.5 

丙烷 表 1 0.13 1.5 0.39 

C4 W2 11.88 1.5 35.64 

C5 W5.3 0.55 1 1.10 

甲烷 表 1 0.09 1.5 0.27 

18 

烯烃业务团队

10/4.5万吨/

年 MTBE/丁烯

-1装置 

MTBE W5.3 0.09 

2 

1 0.18 

9.76 四级 
丁烯 W2 3.14 1.5 9.42 

C4 W2 0.001 1.5 0.003 

甲醇 表 1 0.08 1 0.16 

19 

烯烃业务团队

12万吨/年丁

二烯抽提装置 

二甲基甲

酰胺 
W5.4 0.08 

2 

1 0.16 

97.6 二级 
C4 W2 12.70 1.5 38.1 

丁二烯 表 1 19.78 1.5 59.34 

20 

烯烃业务团队

65吨/年裂解

汽油加氢装置 

汽油 表 1 1.52 

2 

1 3.04 

3.43 四级 
氢气 表 1 0.13 1.5 0.39 

21 

烯烃业务团队

6万吨/年丁二

烯抽提装置 

二甲基甲

酰胺 
W5.4 0.07 

2 

1 0.14 

80.03 二级 
C4 W2 10.89 1.5 32.67 

丁二烯 表 1 15.74 1.5 47.22 

22 

烯烃业务团队

2万/年 C4尾气

加氢 

C4 W2 3 

2 

1.5 9 

9.03 四级 
氢气 表 1 0.01 1.5 0.03 

23 

烯烃业务团队

5660#乙烯、丙

烯低温罐区 

乙烯 表 1 168 2 1.5 504 1944 一级 

24 

聚烯烃业务团

队 90万吨/年

聚乙烯装置 

氢气 表 1 0.6 

2 

1.5 1.8 

41.09 三级 
乙烯 表 1 0.41 1.5 1.23 

异戊烷 
W5.1 0.1 1.5 0.3 

W5.2 0.06 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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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3 0.07 1 0.13 

丁烯-1 W2 11.17 1.5 33.51 

一氧化碳 J3 0.001 2 0.004 

三乙基铝 表 1 2 1 4 

25 

聚烯烃业务团

队 55万吨/年

聚丙烯装置 

丙烯 W2 5 

2 

1.5 15 

21.07 三级 
三乙基铝 表 1 3 1 6 

一氧化碳 J3 0.001 2 0.004 

氢气 表 1 0.02 1.5 0.06 

26 

聚烯烃业务团

队 12万吨/年

聚丙烯装置 

氢气 表 1 0.02 

2 

1.5 0.06 

14.74 三级 三乙基铝 表 1 0.5 1 1 

丙烯 W2 4.56 1.5 13.68 

27 
70万吨/年芳

烃联合装置 

石脑油 

W5.1 1.07 

2 

1.5 3.21 

177.71 一级 

W5.2 0.66 1 1.32 

W5.3 0.21 1 0.42 

汽油 表 1 1.02 1 2.04 

苯 表 1 2.74 1 5.48 

氢气 表 1 0.15 1.5 0.45 

燃料气 W2 1.68 1.5 5.04 

甲苯 表 1 0.66 1 1.32 

二甲苯 

W5.1 6.38 1.5 19.14 

W5.2 0.2 1 0.4 

W5.4 0.35 1 0.7 

环丁砜 W5.4 0.02 1 0.04 

液化气 表 1 0.32 1.5 0.96 

对二乙苯 W5.4 0.13 1 0.26 

丙烷 W2 0.88 1.5 2.64 

C6 W5.1 0.9 1.5 2.7 

C7 W5.1 2.53 1.5 7.59 

HC W2 62 1.5 124 

28 
40万吨/年芳

烃抽提装置 

C8馏分 

W5.1 2.54 

2 

1.5 7.62 

12.53 三级 

W5.2 0.02 1 0.04 

W5.3 0.006 1 0.01 

抽余油 

W5.1 1.34 1.5 4.02 

W5.2 0.01 1 0.02 

Ｗ

5.3 
0.008 1 0.02 

苯 表 1 0.4 1 0.8 

甲苯 表 1 0.03 1 0.06 

29 

70万吨/年芳

烃联合装置中

间罐区 

C8+重整

油 
W5.4 2.43 

2 

1 4.86 

56.94 二级 

抽提进料 W5.3 7.74 1 15.48 

歧化原料 W5.3 7.74 1 15.48 

解析剂 W5.3 7.74 1 15.48 

不合格

PX 
W5.4 0.63 1 1.26 

歧化白土

塔进料 
W5.3 1.55 1 3.10 

溶剂(环

丁砜) 
W5.4 0.64 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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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制氢/汽电联

产装置

（IGCC） 

甲醇 表 1 0.81 

2 

1 1.62 

38.51 三级 

丙烯 W2 5.15 1.5 15.45 

一氧化碳 J3 1.86 2 7.44 

氢气 表 1 1.6 1.5 4.8 

硫化氢 表 1 0.92 5 9.2 

31 

南山片区

18/40万吨/年

环氧乙烷/乙

二醇（EO/EG）

装置 

C2H4 W2 3.44 

2 

1.5 10.32 

19.86 三级 
CH4 表 1 0.58 1.5 1.74 

环氧乙烷 表 1 1.95 2 7.8 

32 
南山片区 EO

罐区 
环氧乙烷 表 1 125.28 2 2 

501.1

2 
501.12 一级 

33 

催化重整原料

及不合格汽油

罐区 12# 

汽油 表 1 53.2 2 1 106.4 106.4 一级 

34 原油罐区 13# 原油 W5.3 31.68 2 1 63.36 63.36 二级 

35 丙烯罐区 16# 

戊烷 W5.3 0.68 

2 

1 1.36 

226 一级 
丙烯 W2 74.88 1.5 

224.6

4 

36 
气分原料液化

气罐区 17# 
液化气 表 1 56.2 2 1.5 168.6 168.6 一级 

37 航煤罐区 18# 煤油 W5.4 4.21 2 1 8.42 8.42 四级 

38 汽油罐区 22# 汽油 表 1 133.2 2 1 266.4 266.4 一级 

39 
轻柴油罐区

23# 
柴油 W5.4 5.48 2 1 4.90 9.80 四级 

40 
液化气和丙烯

罐区 26# 

液化气 表 1 21.06 

2 

1.5 63.18 

336.96 一级 
丙烯 W2 91.26 1.5 

273.7

8 

41 
液化气装车站

28# 
液化气 表 1 1.9 2 1.5 5.7 5.7 四级 

42 
丙烯汽车装车

站 29# 
丙烯 W2 12.8 2 1.5 38.4 38.4 三级 

43 
燃料油罐组

94# 
燃料油 W5.4 3.80 2 1 7.6 7.6 四级 

44 
轻质油罐区

96# 

煤油 W5.4 1.50 

2 

1 3 

11.76 三级 

抽余油 W5.3 1.46 1 2.92 

石脑油 W5.3 0.71 1 1.42 

未加氢

C9 
表 1 2.21 1 4.42 

45 
燃料油及不合

格柴油罐区 

不合格柴

油 
W5.4 0.31 

2 
1 0.62 

2.56 四级 

燃料油 W5.4 0.97 1 1.94 

46 
汽油罐区

22-1# 

汽油 表 1 119.88 
2 

1 
239.7

6 293.04 一级 

MTBE W5.3 26.64 1 53.28 

47 
5110#原油罐

区 
原油 W5.3 95.04 2 1 

190.0

8 
190.08 一级 

48 

5210#加氢处

理及加氢裂化

原料罐区 

脱沥青油 W5.4 5.6 2 1 11.2 11.2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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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220#柴油加

氢、航煤加氢

及催化裂化原

料罐区 

柴油 W5.4 4.54 

2 

1 9.08 

14.7 三级 
煤油 W5.4 2.81 1 5.62 

50 
5400#液化气

罐区 

液化气 表 1 120.96 

2 

1.5 
362.8

8 3041.2

8 
一级 

丁二烯 表 1 892.8 1.5 
2678.

4 

51 
5540#PX柴油

罐区 

苯 表 1 285.1 

2 

1 570.2 

597.96 一级 柴油 W5.4 4.59 1 9.18 

PX W5.4 9.29 1 18.58 

52 

5550#苯、焦化

汽柴油加氢原

料罐区 

苯 表 1 316.8 

2 

1 633.6 

648.9 一级 焦化汽柴

油 
W5.3 7.65 1 15.3 

53 

5610#PX及乙

烯原料罐区

(一) 

汽油 表 1 45 

2 

1 90 

115.92 一级 重石脑油 W5.4 8.64 1 17.28 

轻石脑油 W5.4 4.32 1 8.64 

54 

5620#PX及乙

烯原料罐区

(二) 

汽油 表 1 46.62 

2 

1 93.24 

108.8 一级 
己烯-1 W5.3 1.21 1 2.42 

芳烃抽余

油 
W5.4 6.57 1 13.14 

55 
5630#乙烯原

料罐区(三) 

液化气 表 1 
120.96 

2 

1.5 
362.8

8 

1828.9

2 
一级 

C4 W5.2 
156.42 

1 
312.8

4 

石脑油 W5.3 42.66 1 85.32 

MTBE原

料 
W5.2 

30.24 
1 

60.48 

丁二烯 表 1 
334.8 

1.5 
1004.

4 

56 

5640#PE及乙

烯原料罐区

(四) 

乙烯 表 1 
43.92 

2 

1.5 
131.7

6 

1498.8

8 
一级 

丙烯 W2 183.6 1.5 550.8 

丁烯 W2 216 1.5 648 

异戊烷 W5.3 0.73 1 1.46 

丁烷 W2 54 1.5 162 

未加氢C W5.3 5 2.43 1 4.86 

57 
乙烯原料罐区

(五) 
柴油 W5.4 1.53 2 1 3.06 3.06 四级 

58 
乙烯原料罐区

(六) 
重石脑油 W5.4 1.37 2 1 2.74 2.74 四级 

59 

5910#污油、催

化柴油及废甲

醇罐区 

柴油 W5.4 0.77 

2 

1 1.54 

4.38 四级 
甲醇 表 1 1.42 1 2.84 

60 
化学药剂站

32#液氨储罐 
液氨 表 1 8 2 2 32 32 三级 

61 5560#柴油罐 柴油 W5.4 1.53 2 2 3.06 3.06 四级 

62 
鲤鱼尾库区

100 单元原油
原油 W5.3 142.56 2 1 

285.1

2 
285.12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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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区 

63 

鲤鱼尾库区

101 单元柴油

罐区 

柴油 W5.4 6.05 

2 

1 12.1 

25.78 三级 
石脑油 W5.3 6.84 1 13.68 

64 

鲤鱼尾库区

102 单元汽油

罐区 

汽油 表 1 133.2 

2 

1 266.4 

268.08 一级 
航煤 W5.4 0.84 1 1.68 

65 

鲤鱼尾库区

103 单元燃料

油沥青罐区 

燃料油 W5.4 1.56 

2 

1 3.12 

3.12 四级 石脑油 W5.3 / 1 / 

沥青 / / 1 / 

66 

鲤鱼尾库区

201 单元原油

罐区 

原油 W5.3 158.4 2 1 316.8 316.8 一级 

67 

鲤鱼尾库区

202 单元原油

罐区 

原油 W5.3 158.4 2 1 316.8 316.8 一级 

68 

鲤鱼尾库区

203 单元原油

罐区 

原油 W5.3 158.4 2 1 316.8 316.8 一级 

69 

鲤鱼尾库区

204 单元汽

油、柴油罐区 

汽油 表 1 166.5 

2 

1 333 

378.36 一级 
柴油 W5.4 22.68 1 45.36 

70 

鲤鱼尾库区

207 单元丙

烯、丁二烯罐

区 

丙烯 W2 183.6 

2 

1.5 550.8 

1220.4 一级 
丁二烯 表 1 223.2 1.5 669.6 

71 

鲤鱼尾库区

456 单元航煤

罐区 

航煤 W5.4 12.64 2 1 25.28 66.32 二级 

72 
青兰山库区原

油罐区 
原油 W5.3 475.2 1.5 1 712.8 712.8 一级 

73 

危 险 化 学 品

库：危化库 7
号 

三乙基

铝、氯乙

烷 

表 1 24.9 2 1 49.8 49.8 三级 

74 

危 险 化 学 品

库：危化库 8
号 

三乙基铝 表 1 24.9 2 1 49.8 49.8 三级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火灾将造成人员烧伤，并有可能引起临近装置、

建筑物燃烧；发生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但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引起附

近装置燃烧爆炸，形成大面积火灾，严重扩大到公司外，造成周围物体燃

烧或群众伤亡；燃烧所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可能使人员中毒、窒息，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 

中毒、窒息事故：一旦发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事故，可能导致



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3/修改 0） 

13 

现场作业人员或周边社区居民中毒、窒息或死亡等较大社会危害，造成人

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 

泄漏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处置不当可导致火

灾、爆炸、中毒、窒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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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

照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各应急

小组配合消防气防救援队伍与团队具体开展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应急组

织体系见图 2-1。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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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控小组
应急抢修小组 图示:

应急物资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后勤服务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对外联络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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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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各生产装置采用技术先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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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装置配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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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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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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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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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管理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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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对需要定期检测的如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安全阀

等安全设施和压力表、流量计等安全监测监控设施均按照法规要求进行检

测，并委托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修、维护、保养。 

2）各生产团队经理为属管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

人，负责组织对重大危险源的日常生产运行管理和监控，及时采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制定有巡检制度，每个班组全天不间断进行现场巡检，发现

的问题能够及时上报，落实整改资金和措施。 

3）公司重大危险源场所区域均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写有紧急

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办法。 

4）公司进厂员工均进行三级教育培训，对重大危险源管理和操作岗位

由装置和班组进行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培训，并进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

岗。 

5）对于生产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工艺、设备、设施、管理、人员等的变

更，评估潜在的变更风险，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并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变更。 

6）加强直接作业环节的管理，开展作业前风险辨识活动，严格执行作

业许可证制度，防止与作业有关的各类事故发生。 

7）制定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一旦发生突发性事故/事件，生产团队在第

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并按信息报告与处置程序进行报告、开

展应急响应。 

3.2  预警行动 

3.2.1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参

照表 1 内容做出预警决定： 

发布预警信息，通知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进入预警状态。 

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响应级别、起始

时间、可能影响的区域或范围、应重点关注的事项和建议采取的措施等内

容。 

发布方式：可通过调度电话、内部网络、电视及短信服务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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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跟踪事态的发展，根据事态的变化情况

适时决定：宣布预警解除或启动应急预案。 

4.1  信息报告程序 

4  处置程序 

详见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图 4.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 ”。 

4.2  信息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要求的内容： 

（1）事故所属业务团队、所在地点或设备设施、事故发生时间； 

（2）事故类型（火灾、爆炸、中毒和泄漏等）； 

（3）伤亡情况及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 

（4）事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 

（5）事故现场情况及发展趋势，可能影响的范围； 

（6）事故的初步原因判断； 

（7）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救援抢险的事宜； 

（9）事故的报告时间、报告团队、报告人及联络方式。 

4.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气防

119，医疗救护（87）789120，其它详见附件 1。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

火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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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事态的发展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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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并通知相关的团队或单位采取应急响应

行动。响应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共 3 个级别。 

表 4.4-1  重大危险源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事故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别重大事件）： 

造成 10 人及以上死亡，或 50 人及以上受伤的事件。 
一级响应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

力量参与应急 Ⅱ级（重大事件）： 

成 3～9 人死亡，或 10～49 人受伤的事件。 

Ⅲ级（较大事件）：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受伤的事件。 
二级响应 需要几个部门或全

公司力量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事件）： 

泄漏点可控制，无人员受伤事故。 
三级响应 仅需要业务团队参

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具体响应程序： 

（1）当发生Ⅳ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三级响应： 

a)发生重大危险源事故的团队及时向应急指挥办公室汇报事故的情况， 

组织开展先期处置。 

b)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c)应急指挥办公室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实施应急救援。密切关注及时掌握 

事态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在需要的情况下派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事故现

场指导救援。通知有关人员和专家做好应急准备。 

d) 应急指挥办公室根据事态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做出解除三级响应状 

态或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2）当发生Ⅲ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二级响应： 

a)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b)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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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织专家咨询，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提出相关预案、专家、 

队伍、装备等信息。 

d)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e)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工作。 

f)调动有关队伍、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 

援。 

g)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3）当发生Ⅰ、Ⅱ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一级响应： 

a)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b)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c)指挥中心及时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事故情况。 

d) 若需要，可向福建省或中石化的应急专家组请求支援。专家组成员与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组成新的专家队伍，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

提出相关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等信息。 

e)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f)通知有关部门（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 

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工作。 

g) 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的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支援

现场救援。 

5.1  处置原则 

5  处置措施 

（1）统一指挥，分工合作原则； 

（2）以人为本，保护环境原则； 

（3）控制为先，逐步消除原则； 

（4）及时报告，对外授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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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处置措施 

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引发

事故的危险化学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1）生产装置、储运设施等火灾、爆炸（包括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详见《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2）事故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的处置措施 

详见《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3）事故造成海上溢油的处置措施 

详见《海上溢油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4）事故造成水体环境污染的处置措施 

详见《水体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5）事故造成影响公众健康的处置措施 

详见《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6）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7）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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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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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

政府部门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

开展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

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

为止。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

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

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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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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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8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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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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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 可以用外线及手机

拨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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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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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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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刘汀 87023905/27355612 1355959101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张杨思佳 87023906/27355611 15280457049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兰潇霖  87023030/27355628 13959870768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许文集 87789129/27355895 17605958523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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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张亚南 (870)23253 13489500501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丁小伟 (870)23381 15905937918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黄锦鹏 (870)23735 13626099782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梅智鹏 87023999 13959902226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何育生 87023262 13505097085 

作业票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施沙军 87023059 13859716628 

PCL 魏绪科 87023890 15905029184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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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何北奇 87023760 15859730617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许逸如 27721508 15759722736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杨鹏飞 (870)23565 15880900992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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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杨坤松 87023556 13636919716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付鸿杰 87789100 13959719042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泉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翁志凡 (87)789143 13860799195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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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岳彩彩 87023679/27355636 15880865287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1865001805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史枝成 27355712 15159536661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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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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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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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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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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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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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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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  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有

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区

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消

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  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公

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头

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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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表 2-1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一览表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028) 
郭燕清/15880900939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5 个 储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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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业

务

团

队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0

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TLF12.001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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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消 1006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ZZ1256M4346F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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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SY6521KSB 型）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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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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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OWOO-Y-C

N-OO） 

2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

3 台 

S））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 6 台 S/CO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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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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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ZKF6.8/30）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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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
2瓶 

灭火器

（3kg）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
152瓶 

灭火器

（3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020瓶 

灭火器

（3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4瓶 

灭火器

（5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56瓶 

灭火器

（5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59瓶 

灭火器

（7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98瓶 

灭火器

（7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
22瓶 

灭火器

（24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推车式CO2
21瓶 

灭火器

（24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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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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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1.2M,厚 8MM 的

玻璃纤维）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 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 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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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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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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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厂区重大危险源分布图 
附图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图（一级红色、二级橙色、三级黄色、四级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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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尾库区重大危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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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兰山码头重大危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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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片区 EOEG 重大危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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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公司从原料、辅助材料到中间产品、产品，大多属于易燃、易爆物质，

而且这些物质大多是在高（低）温、高（负）压的条件下反应、换热、传

质、输送等，在生产与储存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1.2 事故的可能性分析 

石油化工行业是一个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的行业。其原料、产品大

都易燃、易爆，具有毒性、腐蚀性，生产过程始终伴随着高温高压，工艺

操作连续性，化学反应复杂，生产过程中使用电源、火源、热源较多，可

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 

部分装置的工艺温度较高（如常压塔处于高温 350℃下运行；减压塔装

置工艺条件最高接近 370℃，减压炉出口温度在 410℃左右等），这些装置

内的物料一旦泄漏就会自燃着火。 

部分装置属于负压操作，如果空气吸入则会在装置内形成爆炸性气体

混合物，发生爆炸事故。 

加热炉的燃料为瓦斯，加热炉如果发生熄火，在重新点火时，未将残

余的瓦斯用蒸汽置换干净，会发生炉膛爆炸。 

本公司多套装置的空冷、换热器等设备均属于高温高压设备（如加氢

裂化装置：操作压力 15MPa，操作温度 405℃）。该设备的材质及制作工艺

要求条件高，若操作不当或设备密封、焊口发生泄漏，易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 

机泵运转中易发生密封泄漏，因机泵密封泄漏着火在炼厂生产中较为

普遍，机泵运转部分一旦密封损坏或压力表导管损坏，超过自燃点的热油

泄漏出来即可引起火灾。 

压力容器，设备、管线的安全附件(安全阀、液面计、压力表等)中任何

一个部件失灵都可能会导致系统超出可控范围，导致事故发生。 

余热锅炉低液位，锅炉有超温的危险，锅炉的液位计、安全阀、压力

点等安全附件故障，有可能导致锅炉超温超压，有爆炸的危险。锅炉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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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内件堵塞蒸汽管线，有蒸汽超压的危险。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发生火灾将造成人员烧伤，并有可能引起临近装置、建筑物燃烧；发

生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但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引起附近装置燃烧爆炸，

形成大面积火灾，严重扩大到公司外，造成周围物体燃烧或群众伤亡；燃

烧所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可能使人员中毒、窒息，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1.3.1 液化气火灾危害 

液化气的体积膨胀系数大，如果容器内超装液化气，液化气在受热的

情况下迅速膨胀将会胀裂容器而发生泄漏；在常温下，容器中液化气的压

力比外界压力大得多，储存容器稍有裂缝，液化气就会发生溢漏；液化气

比空气重，一旦液化气从容器或管道中泄漏出来，将会往低处流动和滞存，

很容易达到爆炸浓度，如遇明火就会发生爆炸或燃烧。 

液化气罐着火后，燃烧迅速，温度高，辐射热强，消防人员无法靠近

灭火，也极有可能引起邻近罐、设备、管线着火，给灭火救援行动带来更

大的困难。液化气罐着火后，罐内液相液化气膨胀造成内部压力剧增，达

到罐体本身所承受的压力时，发生物理性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对邻近

设备、建筑物造成破坏，爆裂的罐体碎片对现场人员造成极大的威胁。 

1.3.2 轻质油品火灾危害 

汽油在任何环境的大气温度下，均能挥发出大量的油蒸气，只要遇上

极小的点火能量（一般只需 0.2～0.25MJ）的火花就能点燃。油品蒸气与空

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范围时，遇火源即发生爆炸。汽油在任何气温下都能

蒸发，1kg汽油大约可以蒸发 0.4m3的汽油蒸气，这些蒸气不易扩散，会在

地面弥漫飘荡，一旦遇到火源即发生爆炸燃烧。在油品输送过程中，如果

流速超标，会产生静电火花，从而引起火灾。油品受热后体积迅速膨胀，

蒸气压同时升高，超过油罐所承受的压力时，就会发生物理性爆炸。油品

能在水上漂浮。一旦发生泄漏着火，油品四处流动扩散，由于汽油比重轻

于水，能在水上漂浮，流到哪里烧到哪里，给火灾扑救带来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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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重质油品火灾危害 

原油储油罐火灾主要是因为油温过高、自燃起火，或因检修、静电、

雷击等起火。原油储油罐火灾发展速度快，初起阶段时间短，如果没有及

时扑救，火灾很快发展，由于原油与乳化水被气化，油罐出现沸腾状的沸

溢现象，热原油开始被抛出油罐，火灾扩大。随着时间延长，燃烧温度急

剧上升，燃烧面积迅猛扩展，使火焰包围整个燃烧面，当热波高温面到达

原油底部水热层时，使水垫迅速气化，从而造成油管内喷溅式火灾，油品

大量外溢，从罐中猛烈喷出，把着火油品带入空中，形成巨大火柱，高度

可达 70~80m。原油油罐一旦形成沸溢和喷溅，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由

于火场辐射大量增加，会引起临近油罐燃烧扩大灾情。随着沸溢与喷溅出

现以后，罐内可燃物大量减少，燃烧速度减慢，直至逐渐熄灭。但是，这

时燃烧空间内温度仍然很高，如果此时在罐内引入许多新鲜空气，就可能

发生爆燃。 

1.3.4 化工装置火灾危害 

由于生产设备出现跑、冒、滴、漏、窜、超温超压运行或者违反操作

规程等，使可燃气体、液体物料泄漏出来，其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达到爆炸极限时，遇到着火源极易发生爆炸引起火灾，爆炸时产生的

冲击波，高热会破坏生产设备，导致火势迅速蔓延扩大，甚至会造成人员

伤亡。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一旦发生泄漏，若采取措施不当，或安全

保护不到位，极易引起人员中毒。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公司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处置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

照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建立生产

处置小组、消防气防小组、安保管理小组、医疗救护小组、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环境监控小组、应急物资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和对外联络

小组，配合消防气防救援队伍与团队具体开展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组织体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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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急组织体系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1）公司对重要生产设备、设施和场所采取 24 小时值班巡检、在线

监测和不定期检测、安装火灾报警按钮等方式进行监控；在机柜间、配电

室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大型储油罐顶部安装光纤光栅火灾自动报警和

灭火系统，化学危险品库房、化工装置区安装火灾自动报警，三乙基铝区

域安装火灾自动报警和灭火系统。在装置区、储罐区重点部位安装可燃气

体探测仪器。消防设施分布区域属管团队和消防支队定期进行检查测试。

消防支队各责任区大队设有 1 套火灾自动报警录音系统，1 部 24 小时值班

电话，有单独的“119”火警电话专用线，确保任何情况下 24 小时火警线路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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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话务员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接到火灾报警后，通过生产调

度指挥系统及时报告给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3.2 预警行动 

（1）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根据火灾爆炸事故信息及时做出预

警决定，通知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人员进入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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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若火灾爆炸事故中发生人员死亡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定

启动二级以上应急响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发布启动相

应级别应急响应的指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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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发生事故时，事故发生区域的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应迅速将事故

发生的地点、性质及有无人员伤害等情况应立即按照 “图 3 应急报告与通

知程序”向消防支队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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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现场人员发现灾情后，用对讲机通知中控内操向消防支队

“（87799）119”、闽南分院“（87789）120”报警，并向公司总调（870）23042、

团队经理汇报。 

（2）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安全，经火场总指挥批准，

由 HSE 部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 

（3）当事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规模和复杂性超出本单位应急

能力范围时，火场总指挥下令向地方公安消防部队求援。由公司消防支队

向泉港区公安消防大队 87991222 报警求援。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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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

接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政府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书面报告。书

面报告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审核后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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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报告内容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火情后，迅速利用直通电话或拔打“（87799）119”

火警电话向消防支队报警。报警内容： 

（1）着火单位、具体部位； 

（2）着火介质、火势大小； 

（3）人员受伤、中毒情况； 

（4）报警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 

报警时语言表达清楚，按照消防调度员的提问详细回答，确保报警内

容准确无误。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

火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总机

119，医疗总机（87）789120，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其他应急

联系方式见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灾情后，用对讲机通知中控内操向消防支队

“（87799）119”、闽南分院“（87789）120”报警，并向公司总调（870）23042、

团队经理汇报。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安全，经火场总指挥批准，由

HSE 部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 

当事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规模和复杂性超出本单位应急能力

范围时，火场总指挥下令向地方公安消防部队求援。由公司消防支队向泉

港区公安消防大队 87991222 报警求援。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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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火灾爆炸事故事态的发展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参

照表 4-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向有关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

令。 

表 4-1 火灾爆炸等级与响应级别对应指引 

分级 响应 
级别 备注 

Ⅰ级（特别重大或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a）一次造成 10 人及以上死亡，或 50 人及以上受伤； 
b）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特别重大影响； 
c）油气运输船舶火灾爆炸或油品泄漏造成特别重大火灾。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

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 （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 

a）一次造成 3～9 人死亡，或 10～49 人受伤； 
b）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c）油气运输船舶火灾爆炸或油品泄漏造成重大火灾； 
d）公司经危害分析、风险评估确认的Ⅱ级事件。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 
a）一次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受伤； 
b）单一区域内发生物料泄漏着火，火灾无蔓延，未造成其

他设备/设施破坏； 
c）单台设备发生爆裂，爆裂没有造成其他设备或管线损

坏，没有危险化学品泄漏，没有引起火灾。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

或全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 
生产区内单点发生小火，不会造成扩大蔓延，容易控制扑

救。如机泵密封泄漏引发的火灾、法兰面渗漏、管线砂眼

泄漏引起的小火。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

队参与应急 

4.2.2 响应程序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建立与事故现场的联系，根据

事故报告的详细信息，对警情做出判断，由应急中心负责人或现场指挥人

员初步确定事故的响应级别。如果事故性质不足以启动应急预案中所规定

的最低响应级别，通过已经形成的信息反馈程序取消或降低预警。响应级

别一经确定，应急指挥中心按所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程序，通知应急

指挥中心相关人员到位，开通信息与通讯网络、调配救援应急物资等。 

4.2.2.1 三级应急响应 

当事故为Ⅳ级事故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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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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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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 二级应急响应 

一旦事故被定义为Ⅲ级事故，总调立即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发布指令，

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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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室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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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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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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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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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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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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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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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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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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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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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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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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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 一级应急响应 

当现场事态扩大为Ⅰ级、Ⅱ级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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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1）事故险情出现后，按照报警和信息报告程序进行。 

（2）事故团队应采取措施控制险情，控制火势进一步扩大蔓延。 

（3）消防队到达现场后，与事故团队人员迅速成立现场灭火指挥部，

采取措施控制火势蔓延，排除爆炸险情。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到场后，指定指挥长，组织灭火抢险救援。 

（5）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的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

支援现场救援。 

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事故应急处置中应第一时间救援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进入事故现场参加救人、抢险等任务的人员必须佩戴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保证自身安全；在不清楚事故现场情况时，应采取有限参与原则，避免不

必要的人员伤亡。 

（2）坚持统一指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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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行业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很强的

工作，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统一的指挥，把各

方面力量进行整合，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 

（3）坚持环境保护原则。 

处置事故的同时要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环境污染事故；事故应急处置

完毕要对事故污染区、污染装备和人员精心洗消；事故应急处置产生的废

弃物、消防废水要回收处理。 

5.2 处置具体要求 

（1）要先查明引发物质及其周围物质的主要危险特性，火势蔓延的途

径，燃烧或爆炸的产物是否有毒，燃烧或爆炸范围。 

（2）事故救援人员要听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守岗

位，履行职责，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处置工作。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擅

自行动，防止出现现场混乱，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 

（3）事故救援人员应从上风向、上坡处接近现场，严禁盲目进入；执

行任务时严禁单兵作战，要根据实际情况，派遣协作人员和监护人；处于

不同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不同级别的个体防护装备。 

（4）在救援行动中，现场救援人员要与现场指挥部始终保持通讯，对

可能发生特别危险需紧急撤退时，要按照撤退方法及时撤退，保障现场救

援队的生命安全。 

5.3 处置措施 

5.3.1 初期火灾扑救 

迅速关闭火灾部位的上下游阀门，切断进入火灾事故地点的明火、高

温物体等着火源；在火灾尚未扩大到不可控之前，使用灭火器或现场其他

各种消防设备、器材扑灭初期火灾，控制火源，并对周围设施及时采取冷

却保护措施。 

5.3.2 罐区火灾、爆炸处置措施 

公司储存的油品、化学品存放在密闭的储罐内，通过管道输送。扑救

火灾时不可盲目行动，必须根据现场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灭火剂和灭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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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控制火势（见附件 1），大量危险化学品火灾的扑救必须有专业消防队

来进行。当遇到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一般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1）切断火势蔓延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压力及密闭容器

和可燃物，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人员和受困人员； 

（2）当遇到易燃液体流淌时，应迅速准备好堵漏材料，如吸油毯、砂

石； 

（3）当处理液体火灾，还可用泡沫、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进行灭火。 

5.3.3 装置火灾、爆炸处置措施 

（1）装置发生火灾、爆炸时，应立即扑救，力争将火势扑灭在初期阶

段。 

（2）立即停止生产作业，截断物料输送管路，开启消防隔离水幕和消

防炮。 

（3）如事故无法控制，应组织人员做好疏散撤离的准备。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6）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7）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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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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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

政府部门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

开展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

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

为止。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

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

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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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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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附则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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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物质的危险特性及灭火方法 
物质名称 危险特性 灭火方法 

氨 

极易燃，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遇明火、高热引起燃烧爆炸。

与氟、氯等接触会发生剧烈的化学

反应。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

上风向灭火。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

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二氧

化碳、砂土。 

液化石油

气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热源或明火有燃烧爆炸

危险。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

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点火源会着火

回燃。与氟、氯等接触会发生剧烈

的化学反应。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雾状水。 

硫化氢 

强烈的神经毒物，高浓度吸入可发

生猝死，谨慎进入工业下水道

（井）、污水井、取样点、化粪池、

密闭容器，下敞开式、半敞开式坑、

槽、罐、沟等危险场所；极易燃，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气

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

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与浓硝酸、发烟硝酸或其它强氧化

剂剧烈反应可发生爆炸。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甲烷、天

然气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

危险。 
与五氧化溴、氯气、次氯酸、三氟

化氮、液氧、二氟化氧及其他强氧

化剂剧烈反应。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原油 易燃，遇明火或热源有燃烧爆炸危

险。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

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

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

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

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汽油（含

甲醇汽

油、乙醇

高度易燃，蒸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

烧爆炸。高速冲击、流动、激荡后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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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 危险特性 灭火方法 

汽油）、

石脑油 
可因产生静电火花放电引起燃烧

爆炸。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

火回燃和爆炸。 

水灭火无效。 

柴油 

易燃的。在火焰中释放出刺激性或

有毒烟雾（或气体）。高于 52℃，

可能形成爆炸性蒸气 /空气混合

物。 

喷雾状水保持料桶等冷却。 
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 

煤油 易燃的。高于 37℃，可能形成爆

炸性蒸气/空气混合物。 

喷雾状水保持料桶等冷却。 
灭火剂：干粉，水成膜泡沫，泡沫，

二氧化碳。 

氢气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热或明火即发生爆炸。

比空气轻，在室内使用和储存时，

漏气上升滞留屋顶不易排出，遇火

星会引起爆炸。在空气中燃烧时，

火焰呈蓝色，不易被发现。 
与氟、氯、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氢火焰肉眼不易察觉，消防人员应佩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进入现

场，注意防止外露皮肤烧伤。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苯（含粗

苯） 

高度易燃，蒸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

烧爆炸。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和爆炸。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

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用水灭火无效。 

二氧化硫 不燃。 

本品不燃，但周围起火时应切断气源。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消防人员必须佩戴正压

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

服，在上风向灭火。由于火场中可能

发生容器爆破的情况，消防人员须在

防爆掩蔽处操作。有二氧化硫泄漏时，

使用细水雾驱赶泄漏的气体，使其远

离未受波及的区域。 
灭火剂：根据周围着火原因选择适当

灭火剂灭火。可用二氧化碳、水（雾

状水）或泡沫。 

一氧化碳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

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

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

旷处。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

爆炸。 

甲醇 高度易燃，蒸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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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 危险特性 灭火方法 

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

烧爆炸。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和爆炸。 

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

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

碳、砂土。 

甲苯 

高度易燃，蒸气与空气能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

烧爆炸。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

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和爆炸。 

喷水冷却容器，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

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

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

土。用水灭火无效。 

乙烯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接触氧化

剂，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与氟、氯等接触会发生剧烈的化学

反应。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1，3-丁二

烯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高热、明火或氧化剂易

发生燃烧爆炸。比空气重，能在较

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

会着火回燃。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丙烯、1-
丙烯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热源或明火有燃烧爆炸

危险。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

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

燃。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乙烷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极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

危险。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 

甲基叔丁

基醚

（MTBE
） 

高度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

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蒸气

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

低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

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

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

碳、砂土。 

硫酸 

本品助燃，具强腐蚀性和吸水性、

强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遇水大

量放热, 可发生沸溅。与易燃物

（如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

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甚至引

起燃烧。遇电石、高氯酸盐、雷酸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耐酸碱消防服。

灭火剂：干粉、二氧化碳、砂土。避

免水流冲击物品，以免遇水会放出大

量热量发生喷溅而灼伤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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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称 危险特性 灭火方法 

盐、硝酸盐、苦味酸盐、金属粉末

等猛烈反应，发生爆炸或燃烧。 

氢氧化钠 

本品不燃，具强腐蚀性、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与酸发生中和反应

并放热。遇潮时对铝、锌和锡有腐

蚀性，并放出易燃易爆的氢气。遇

水和水蒸气大量放热, 形成腐蚀

性溶液。可能产生有害的毒性烟

雾。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

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三乙基铝 

本品极度易燃，具强腐蚀性、强刺

激性，可致人体灼伤。化学反应活

性很高，接触空气会冒烟自燃。对

微量的氧及水分反应极其灵敏，易

引起燃烧爆炸。与酸、卤素、醇、

胺类接触发生剧烈反应。遇水强烈

分解，放出易燃的烷烃气体。 

采用干粉、干砂灭火。禁止用水和泡

沫灭火。 

异戊烷 

本品极度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

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发生强

烈反应，甚至引起燃烧。其蒸气比

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

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若遇

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

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

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

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

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

效。 

环氧乙烷 

极易燃，蒸气能与空气形成范围广

阔的爆炸性混合物，遇高热和明火

有燃烧爆炸危险。蒸气比空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火源会着火回燃和爆炸。与空气

的混合物快速压缩时，易发生爆

炸。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

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灭火剂：雾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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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1）现场灭火指挥部应设在上风或侧上风方向地势较高的地方，并能

清楚观察整个火场情况，不能设在防碍消防车辆通行的地方。 

（2）参加事故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均应配备个人防护器具，做好自身

防护。 

（3）消防灭火行动应在事故团队技术人员的指导、配合下进行。 

（4）接到紧急撤离的命令后，参战人员迅速朝着有利的方向撤离至安

全地点，清点人数后立即向火场指挥长报告。 

（5）外部增援力量到场后，现场灭火指挥部根据外援车辆装备情况，

合理调整灭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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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人员撤离、疏散要求 
（1）当发生重大火灾、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可能对厂区内

人群安全构成威胁时，现场指挥部应根据情况下令：与事故现场抢险救援

无关的人员紧急撤离到安全地点。 

（2）对可能威胁到厂外居民安全时，应急指挥中心应立即和地方有关

部门联系，引导居民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3）撤离安全地点应设在泄漏区域的上风或侧上风方向。 

（4）应按照事先制定的疏散线路图有序地撤离事故现场。 

（5）在撤离、疏散过程中要安抚事故现场人员的情绪，避免因惊惶失

措、四处逃窜而造成挤伤、踩伤等人身伤害事故。 

（6）对撤离、疏散出来的人员要清点人数，并将清点情况及时向现场

指挥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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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中毒事故：是指毒物进入人体，引起正常生理功能发生严重障碍，甚

至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 

窒息事故：指空气中窒息性气体（氮气、二氧化碳等）含量过高使人

吸入气氧分压下降或受限空间缺氧导致的窒息事故。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公司从原料、辅助材料到中间产品、产品，大多属于易燃、易爆、有

毒、有害、强腐蚀性物质，而且这些物质大多是在高（低）温、高（负）

压的条件下反应、换热、传质、输送等。在直接作业环节中，由于受限空

间缺氧或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标，也可能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甚至是

死亡事故发生。 

公司中毒窒息事故多发的场所包括：存在毒性介质或惰性气体的生产

装置、储存场所；受限空间（储罐、排污井、反应釜、管道等）。 

公司生产、储存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硫化

氢无色、带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是强烈的神经性毒物，对粘膜有明显的

刺激作用，浓度越高作用越明显，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和窒息等临床

表现。当空气中硫化氢含量达到 1ppm时人就能嗅出，当含量达到 1000mg/m3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到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在血中与血红蛋白结合

而造成组织缺氧。轻度中毒者出现头痛、头晕、耳鸣、心悸、恶心、呕吐、

无力，血液碳氧血红蛋白浓度可高于 10%；中度中毒者除上述症状外，还

有皮肤粘膜呈樱红色、脉快、烦躁、步态不稳、浅至中度昏迷，血液碳氧

血红蛋白浓度可高于 30%；重度患者深度昏迷、瞳孔缩小、肌张力增强、

频繁抽搐、大小便失禁、休克、肺水肿、严重心肌损害等，血液碳氧血红

蛋白可高于 50%。部分患者昏迷苏醒后，约经 2～60 天的症状缓解期后，

时，吸入数秒即可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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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能出现迟发性脑病，以意识精神障碍、锥体系或锥体外系损害为主。

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EO/EG 装置存在的有毒物质主要为环氧乙烷、乙烯及二氯乙烷等。①

环氧乙烷：吸入较高浓度的环氧乙烷可引起急性中毒，刺激鼻子、喉咙、

和呼吸系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痛、恶心、呕吐，若暴露于高

浓度中，可发生嗜睡、头痛、衰弱、动作不协调和意识丧失，并可引起眼

睛轻微刺痛感；对粘膜、皮肤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可引起恶心、呕吐、腹

痛，甚至肺水肿。重度中毒，可有以下表现：昏迷、休克或严重的心肌损

害、呼吸衰竭或肺水肿、周围神经病或肢体瘫痪。②乙烯：具有较强的麻

醉作用；接触液体可引起冻伤；吸入本气体有毒；为单纯性窒息性气体，

如高浓度吸入出现的症状有头痛、头晕、气短、肌无力、倦睡、耳鸣；如

果窒息发展可引起恶心、呕吐、乏力、不省人事，最终导致抽搐、昏迷和

死亡；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的气体能引起麻醉、不省人事，甚至昏迷和死

亡(如不急救)；暴露于浓度为 7.5%乙烯 10 分钟，引起严重记忆障碍。③二

氯乙烷：无色气体，属于高毒类物质，对眼、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吸入可

引起肺水肿；可引起肝、肾损害；急性中毒表现为头痛、恶心、兴奋等神

经症状，严重者致死：慢性中毒表现为呕吐、腹痛等消化道症状，严重者

诱发肝坏死与肾病变；致癌性分组为 G2 组（可能人类致癌物）。 

芳烃装置、罐区存在大量芳烃类物质（苯、甲苯、二甲苯），具有一

定的毒性，其蒸汽经呼吸道进入人体可麻醉神经系统和引起肠功能的紊乱，

操作人员如果长时间高浓度接触，可能产生头昏、头疼等症状。重度中毒

可出现震颤、瞻妄、昏迷、血压下降，严重的可因呼吸和循环衰竭而死亡。

慢性中毒表现为对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的损坏，出现植物神经紊乱、白血

球持续下降，全血细胞减少、白血病等。 

助催化剂三乙基铝具有强烈刺激和腐蚀作用，主要损害呼吸道和眼结

膜，高浓度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吸入其烟雾可致烟雾热。皮肤接触可致灼

伤，产生充血水肿和起水疱，疼痛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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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密度较空气大，当二氧化碳少时对人体无危害，但其超过一

定量时会影响人（其他生物也是）的呼吸。人吸入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会出

现昏迷及脑缺氧情况，一般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超过 1%时，人即有轻度头

晕反应；当超过 3%时，开始出现呼吸困难；超过 6%时，就会重度缺氧窒

息甚至死亡。 

装置生产和检修过程中大量使用氮气，氮气本身是无毒的惰性气体，

但有窒息性，如果容器中氮气置换后氧含量不足，人员进入就可能造成氮

气窒息事故。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一旦发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事故，可能导致现场作业人员或周

边社区居民中毒、窒息或死亡等较大社会危害。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公司中毒、窒息事故的应急处置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

按照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应急组

织体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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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的监测监控 

（1）在重点区域布置气体检测探头，将检测信号连接至中控室，实现

远程监控； 

（2）人员现场作业，佩戴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随身携带检测； 

（3）重点作业、密闭空间作业、进入毒区作业采取作业票证制度，进

行作业环境检测； 

（4）对设备设施进行无损检测，防止设备腐蚀穿孔，气体泄漏； 

（5）保证设备设施完整好用，不带故障运行。 

3.2 技术性预防和管理措施 

（1）在有毒、有害气体可能泄漏的场所，按《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设置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探头和报警器，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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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引入 DCS 系统报警，定期对检测探头和报警系统进行维护； 

（2）长期不使用的管道用惰性气体保护； 

（3）在可能接触有毒、有害气体的操作岗位配备有相应的防毒面具、

空气呼吸器等，对所有操作人员进行消防、气防器具使用的培训并定期复

训； 

（4）为进入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泄漏危险场所的人员（包括承包商）配

备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如CO检测仪、H2

（5）在消防支队建立专业的气防应急队伍，并配备相应的救护、苏生

器材，实行 24 小时值班； 

S检测仪； 

（6）与地方医院签订了医疗救护协议，医护人员与救护车辆 24 小时

驻厂值班； 

（7）制定作业规程，对可能接触有毒有害气体、存在较大风险的作业

活动，要求作业人员佩戴防毒器具进行作业，同时派人监护； 

（8）建立应急预案体系，特别是要求生产团队根据危害识别情况建立

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 

（9）严格执行作业许可证制度，对于一些风险较高又必须进行的作业，

要求消防气防专业队伍现场监护； 

（10）加强作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风险意识，对所有操作

人员开展消防、气防知识培训，提供消防器材、气防器具的使用培训，对

监护人员进行受限空间中毒窒息救援方法的培训。 

3.3 预警行动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报告后，根据中毒、窒息事故分级，在

第一时间对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参照表 3-1 发出预警信息（包括可能进行的

人员疏散、应采取的措施及注意事项）。预警级别如下： 

特大事故：红色预警 

重大事故：橙色预警 

较大事故：黄色预警 

一般事故：蓝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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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毒窒息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分    级 响应级别 备   注 
Ⅰ级（特大或红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并死亡 10 人以上。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

量参与应急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以上，或死亡 5 人以

上。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49 人，或死亡 4 人以

下。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

司力量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9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队参与

应急 

对于红色或橙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公司高层领导和各部门、业务团

队，并动用社会联动力量支援；黄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相关部门和业务团

队；蓝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业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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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若事故中发生人员死亡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定启动二级

以上应急响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发布启动相应级别应

急响应的指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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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事故发生区域的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发现人员中毒昏迷后，应立

即按照“图 3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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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后，通知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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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调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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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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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报告内容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人员中毒昏迷后，迅速利用直通电话或拔打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
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3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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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99）119”火警电话向消防支队报警。报警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详细地址、部位； 

（2）有毒有害气体名称和泄漏情况； 

（3）有无人员伤亡、被困； 

（4）报警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 

报警时语言表达清楚，按照消防调度员的提问详细回答，确保报警内

容准确无误。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

火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总机

119，医疗总机 120，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其他应急联系方式

见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事故发生后，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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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应首先报告

消防大队和医疗救护。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根据中毒、窒息事故情况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参照表

3-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向有关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令。 

4.2.2 响应程序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建立与事故现场的联系，根据

事故报告的详细信息，对警情做出判断，由应急中心负责人或现场指挥人

员初步确定事故的响应级别。如果事故性质不足以启动应急预案中所规定

的最低响应级别，通过已经形成的信息反馈程序取消或降低预警。响应级

别一经确定，应急指挥中心按所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程序，通知应急

指挥中心相关人员到位，开通信息与通讯网络、调配救援应急物资等。 

4.2.2.1 三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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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故为Ⅳ级事故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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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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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 二级应急响应 

一旦事故被定义为Ⅲ级事故，总调立即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发布指令，

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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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室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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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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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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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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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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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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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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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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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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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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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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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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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 一级应急响应 

当现场事态扩大为Ⅰ级、Ⅱ级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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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1）外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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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

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

由安保管理组负责引导外部救援力量进入现场救援。 

（2）应对公众媒体 

由对外联络小组负责在福瑞宾馆会议室接待政府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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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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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

要周边社区进行疏散时，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下令，由对外联络小组通知

社区负责人进行疏散。 

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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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工作要始终把保障员工及周边居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加强对事发地人员及周边社区的保护，最大限度

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公司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指导和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公司各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置工作。 

（3）依靠科学，提高能力。 

遵循科学原理，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

施和手段，提高快速应急能力。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

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常态下的预防，加强演练等工作。 

5.2 处置具体要求 

(1)现场人员必须佩戴有效的防护器具方可进入现场，做好自我保护，

严禁无保护进入危险区域。 

(2)事故团队应首先立足于自救，迅速将中毒人员从中毒区域救护到空

气新鲜的安全地带，并向消防支队和医疗救护单位报警，由专业救援队伍

实施救援。 

(3)采取关闭与切断措施，防止有毒有害气体继续泄漏，并做好相应的

保护措施。 

(4)对已跑、冒、漏出的有毒有害物质要立即组织人员隔断、回收，避

免毒物扩散。 

(5)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组织实施预防次生灾害的紧急措施。 

5.3 事故处置措施 

（1）对于在有毒化学品中毒地点发生人员窒息的事故，救援人员应根

据有毒有害物质选择佩戴正确防护器具进入现场，采取适宜的方式进行施

救。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和应急措施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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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密闭空间内由于缺氧导致人员窒息的事故，应先查明情况，

找出密闭空间内缺氧的原因，视情况向空间内部通风换气后方可进入进行

施救。 

（3）对于电缆沟、排污井、排水井等地下沟道内可能产生有毒气体的

地点，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先进行有毒气体检测（方法通过有毒气体检测

仪、小动物试验等），确认安全或者现场有隔离式防毒面具则应正确戴好

隔离式防毒面具后进入进行施救。 

（4）施救人员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将窒息人员救离受害地点至地面

以上或通风良好的地点，然后等待医务人员或在医务人员没有到场的情况

进行紧急救助。 

（5）密闭空间中毒窒息伤员呼吸和心跳均停止时，应立即按心肺复苏

法支持生命的三项基本措施（见附件 4），进行就地抢救。在医务人员未接

替抢救前，现场抢救人员不得放弃现场抢救。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6）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7）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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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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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

政府部门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

开展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

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

为止。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

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

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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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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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附则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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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气防站应急物资与装备信息表 
一、气防站情况 

气防站名称 气防站 

气防站人数 19 人 负责人 曾建文 

气防值班电话 87799119 

二、应急救援物资信息 

物资名称 数量 
所属救援队

伍 
用途 存放单位和地点 责任人 

气防救护车 2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2 消防支队 充气 消防支队气防站 曾建文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2 消防支队 充气 消防支队气防站 曾建文 

空气呼吸器 225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曾建文 

空气呼吸器 172 属管单位 救护 公司所属各单位 属管单位经理 

救生单架 2 消防支队 救护 气防站 曾建文 

硫化氢检测仪 29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曾建文 

四合一检测仪器 20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曾建文 

NH3 检测仪器 2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曾建文 

轻便防化服 50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气防站 曾建文 

三、中毒控制或医疗救治医疗机构 

医院名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 

人数 220 

值班电话 0595--87977120 负责人 宋鹰 
化学中毒、灼伤等救治业务专长； 
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中毒的救治； 
甲醇、有机磷等化学物中毒的救治； 
电击伤、热烧伤及化学性烧伤的救治； 
各类外伤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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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和应急措施 
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硫化

氢 

本品是强烈的神经毒

物，对粘膜有强烈刺激

作用。 
急 性 中 毒 ： 高 浓 度

（1000mg/m3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低

浓度的硫化氢，可引起

神经衰弱综合征和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等。 

以上）吸

入可发生闪电型死亡。

严重中毒可留有神经、

精神后遗症。急性中毒

出现眼和呼吸道刺激

症状， 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或支气管周围炎，

支气管肺炎，头痛，头

晕，乏力，恶心，意识

障碍等。重者意识障碍

程度达深昏迷或呈植

物状态，出现肺水肿、

多脏器衰竭。对眼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轻型防化

服、重型防化服、避火服、

静电工作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

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

工作服。作业人员应学会

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

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有眼、

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者不应接触本品。 

1、急性中毒：迅速将患

者移至上风或侧上风方

向新鲜空气处，观察呼吸

功能。窒息着立即实施人

工呼吸（禁止口对口人工

呼吸）及吸氧。在病情未

改善前人工呼吸不可放

弃。 
2、对眼睛中毒的伤者，

立即翻开上下眼皮用洁

净清水或 2%碳酸氢钠冲

洗，冲洗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再用 4%硼酸水洗

眼并滴入无菌橄榄油。 

苯 

吸入高浓度苯对中枢

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

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

害，引起白细胞和血小

板减少，重者导致再生

障碍性贫血。可引起白

血病。具有生殖毒性。

皮肤损害有脱脂、干

燥、皲裂、皮炎。 

1、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

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面

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

时，应该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2、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

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相应的防

护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也可使用皮肤防护膜。 
5、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

淋浴更衣。进行就业前和

定期的体检。 

泄露处置：疏散泄露污染

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

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

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减

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露

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

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

性材料吸收，然后使用无

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

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

露，利用围堤收容，然后

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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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处理后废弃。 

氨气 

对眼、呼吸道粘膜有强

烈刺激和腐蚀作用。急

性氨中毒引起眼和呼

吸道刺激症状，支气管

炎或支气管周围炎，肺

炎，重度中毒者可发生

中毒性肺水肿。高浓度

氨可引起反射性呼吸

和心搏停止。可致眼和

皮肤灼伤。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轻型防化

服、重型防化服、避火服、

静电工作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及时换洗工作服。作业人

员应学会自救互救。进入

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

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一旦发生氨泄漏，应迅速

将污染区人员撤离至上

风处，并切断一切火源，

实行警戒隔离直至气体

散尽。应急处理人员必须

佩戴正压自给式氧气呼

吸器，穿厂商特别推荐的

能完全隔离的化学防护

服。切断气源，高浓度泄

漏区，喷含盐酸的雾状水

进行中和、稀释、溶解，

并加强通风，或强力抽排

至室外。也可以将残余气

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

水洗塔或与相连的通风

橱内。漏气容器不能再

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

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储罐区最好设稀酸喷洒

（雾）设施。 

氯气 

对眼、呼吸道粘膜有刺

激作用。 
急性中毒：轻度者有流

泪、咳嗽、咳少量痰、

胸闷，出现气管炎的表

现；中度中毒发生支气

管肺炎或间质性肺水

肿，病人除有上述症状

的加重外，出现呼吸困

难、轻度紫绀等；重者

发生肺水肿、昏迷和休

克，可出现气胸、纵隔

气肿等并发症。吸入极

高浓度的氯气，可引起

1、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

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2、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

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3、工作时禁止进食，工作

完毕淋浴更衣。 
4、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

其他高浓度区作业，必须

有人监护：1）进入重度区，

人员实施一级防护，并采

取消防水枪掩护；2）进入

轻度区，人员实施二级防

护；3）凡在现场参与处置

1 立即带上防毒面具，迅

速朝上风向撤离到空气

新鲜处。2、抢险人员及

现场紧急处理和抢救人

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

器。3、如身边没有防毒

面具，可立即用湿毛巾或

衣服捂住口鼻，憋足一口

气，朝上风向迅速撤离到

空气新鲜处。千万不要在

氯气弥漫区大口喘气及

深呼吸，撤离过程中主要

靠憋气辅以浅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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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迷走神经反射性心跳

骤停或喉头痉挛而发

生“电击样”死亡。皮肤

接触液氯或高浓度氯，

在暴露部位可有灼伤

或急性皮炎。 
慢性影响：长期低浓度

接触，可引起慢性支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等；

可引起职业性痤疮及

牙齿酸蚀症。 

人员，最低防护不得低于

三级。 

一氧

化碳 

一氧化碳在血中与血

红蛋白结合而造成组

织缺氧。 
急性中毒：轻度中毒者

出现剧烈头痛、头晕、

耳鸣、心悸、恶心、呕

吐、无力，轻度至中度

意识障碍但无昏迷，血

液碳氧血红蛋白浓度

可高于 10％；中度中毒

者除上述症状外，意识

障碍表现为浅至中度

昏迷，但经抢救后恢复

且无明显并发症，血液

碳氧血红蛋白浓度可

高于 30％；重度患者出

现深度昏迷或去大脑

强直状态、休克、脑水

肿、肺水肿、严重心肌

损害、锥体系或锥体外

系损害、呼吸衰竭等，

血液碳氧血红蛋白可

高于 50％。部分患意识

障碍恢复后，约经 2～
60 天的“假愈期”，又可
能出现迟发性脑病，以

意识精神障碍、锥体系

或锥体外系损害为主。 
慢性影响：能否造成慢

性中毒，是否对心血管

有影响，无定论。 

必须穿戴防护用品，进入

CO 浓度较高的场所时，须

戴隔离式防毒面具，而且

要有专人监护。工作场所

要通风，并定期检查室内

一氧化碳浓度。贮气钢瓶

要存放在阴凉通风良好之

处，要远离火源，避免阳

光直射，在搬运中严防碰

撞。设备管道可用肥皂液

检漏。 

当一氧化碳大量泄漏时，

要用聚乙烯罩或尼龙软

管套在泄漏部位，把气体

导入燃烧室或煤气炉燃

烧。微量泄漏时，加强通

风使其浓度在爆炸范围

以下；或者把漏气的容器

移到空旷之处，任其在大

气中漏完。 
废气的处理方法有： 
(1)用氯化亚铜等吸收液

吸收。 
(2)直接导入燃烧室或煤

气炉燃烧。 
(3) 用惰性气体稀释至

50ppm 以下，然后从安全

的地方慢慢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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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甲醇 

易经胃肠道、呼吸道和

皮肤吸收。 
急性中毒：表现为头

痛、眩晕、乏力、嗜睡

和轻度意识障碍等，重

者出现昏迷和癫痫样

抽搐，直至死亡。引起

代谢性酸中毒。甲醇可

致视神经损害，重者引

起失明。 
慢性影响：主要为神经

系统症状，有头晕、无

力、眩晕、震颤性麻痹

及视觉损害。皮肤反复

接触甲醇溶液，可引起

局部脱脂和皮炎。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

其粉尘时，应该佩带防毒

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

具。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

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

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

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

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

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

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

容器内。用沙土、干燥石

灰或苏打灰混合，避免扬

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如果大量泄漏，用塑料

布、帆布覆盖，与有关技

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皮肤接触：脱去污染

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

治疗。眼睛接触：立即提

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

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吸入：脱离现场至

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

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

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灭火方法：泡沫、砂土、

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硫酸 

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

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

用。蒸气或雾可引起结

膜炎、结膜水肿、角膜

混浊，以致失明；引起

呼吸道刺激，重者发生

呼吸困难和肺水肿；高

浓度引起喉痉挛或声

门水肿而窒息死亡。口

服后引起消化道烧伤

以致溃疡形成；严重者

可能有胃穿孔、腹膜

炎、肾损害、休克等。

皮肤灼伤轻者出现红

1、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

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2、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

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3、工作时禁止进食，工作

完毕淋浴更衣。 
4、工作时必须穿防酸工作

服，佩戴防酸手套、鞋、

眼镜。 

1、泄漏污染人员迅速撤

离至安全区域，并隔离污

染区，严禁出入。 
2、应急处置人员着必要

的防护用品迅速进入泄

露污染区，切断泄露源，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进入

下水道。 
3、对泄漏污染区用沙土、

石灰覆盖或用大量水冲

洗后排入废水系统，经处

理达标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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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斑、重者形成溃疡，愈

后癍痕收缩影响功能。

溅入眼内可造成灼伤，

甚至角膜穿孔、全眼炎

以至失明。慢性影响：

牙齿酸蚀症、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和肺硬

化。 

甲苯 

短时间内吸入较高浓

度本品表现为麻醉作

用，重症者可有躁动、

抽搐、昏迷。对眼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直接

吸入肺内可引起吸入

性肺炎。可出现明显的

心脏损害。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

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

过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渗透工

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

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

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

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

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

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

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

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

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

就医。 
灭火方法：喷水保持火场

容器冷却。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

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

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

无效。 

丙烯 

主要经呼吸道侵入人

体，有麻醉作用。直接

接触液态产品可引起

冻伤。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

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

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

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

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

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

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严禁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

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

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

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

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

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

防止气体进入。合理通

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

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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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

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

监护。 

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

水。如有可能，将漏出气

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

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漏

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二氧

化硫 

对眼及呼吸道粘膜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大量

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喉

水肿、声带痉挛而致窒

息。液体二氧化硫可引

起皮肤及眼灼伤，溅入

眼内可立即引起角膜

浑浊，浅层细胞坏死。

严重者角膜形成瘢痕。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2、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3、身体防护：穿

轻型防化服、重型防化服、

避火服、静电工作服。4、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

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

工作服。作业人员应学会

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

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有眼、

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者不应接触本品。 

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

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

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

大泄漏时隔离 450m，严

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

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

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

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或

吸附/吸收剂盖住泄漏点

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

止气体进入。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

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

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用一捉捕器使

气体通过次氯酸钠溶液。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环氧

乙烷 

刺激鼻子、喉咙、和呼

吸系统，抑制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如头痛、恶

心、呕吐，若暴露于高

浓度中，可发生嗜睡、

头痛、衰弱、动作不协

调和意识丧失，并可引

起眼睛轻微刺痛感。对

粘膜、皮肤有直接的刺

激作用，可引起恶心、

呕吐、腹痛，甚至肺水

肿。 

个人防护服/设备：穿戴环

氧乙烷无法渗透的化学防

护橡胶衣服，手套、靴子、

工作围裙和长手套，防止

皮肤接触。戴好化学安全

护目镜和面罩（至少 8 英

寸）。 
呼吸保护：如果浓度<=50 
ppm，戴好全面罩呼吸器，

前后安装环氧乙烷核准

罐；如果<=2000 ppm，戴

好正压供气式呼吸器，安

装有全面罩、头罩、或头

盔或套装；如果> 2000 ppm
或浓度未知，戴好正压全

面罩供气式呼吸器。对于

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

安全地带，进行隔离，严

格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戴

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首先用蒸汽吹散稀

释，排除一切火情隐患，

置于密闭容器内，不得将

泄漏物排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以免遇

明火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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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紧急操作或非日常操作

（清洁溢出物、反应堆槽、

或者储存罐），戴好自给

式呼吸器。 
其他：将受污染的工作服

同普通衣物分开。重新使

用前用水和洗涤剂清洗。

将环氧乙烷从鞋子上去

除，并清洁个人保护设备。

丢弃任何受污染的皮衣或

皮鞋，因为皮质能够吸收

环氧乙烷，并渗透到皮肤

上。工作区域需提供紧急

洗眼装置、安全/快速淋浴

头、和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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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公司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及分布 

团队 区域 
硫

化

氢 

一

氧

化

碳 

氨 苯 

二

硫

化

碳 

总

烃 
甲

烷 酚 

二

氧

化

硫 

甲

醇 

液

化

石

油

气 

汽

油 
甲

苯 

二

甲

苯 

硫

酸 

氢

氧

化

钠 

磺

化

酞

箐

钴 

甲

基

二

乙

醇

胺 

二

甲

基

二

硫

醚 

甲

基

叔

丁

基

醚 

硫

醇 
乙

烯 
丙

烯 

丁

烯
-1 

己

烯
-1 

异

戊

烷 

抽

余

油 

乙

苯 

环

丁

砜 

四

氯

乙

烯 

二

乙

基

苯 

四

氯

化

钛 

三

乙

基

铝 

二

氧

化

氯 

对

二

甲

苯 

糠

醛 

二

甲

基

甲

酰

胺 

丁

二

烯 

对

叔

丁

基

邻

苯

二

酚 

乙

醇

胺 

环

氧

乙

烷 

炼油 1 业务团

队 

常减压 √ √    √ √  √   √      √                        
轻烃回收 √     √ √    √ √                              
脱硫脱硫醇 √     √     √     √  √   √                     
柴油加氢 √ √    √   √         √                        
煤油加氢 √ √    √   √                                 
加氢处理 √ √ √   √ √  √  √ √      √ √                       
加氢裂化 √ √ √   √ √  √  √ √      √ √                       
氢提纯 √  √   √ √                                   

碱渣处理      √  √       √ √                          
硫磺回收 √  √  √    √                                 
溶剂再生 √                 √                        
污水汽提 √  √   √  √        √                          
溶剂脱沥青  √    √   √                                 

炼油 2 业务团

队 

常减压 √ √ √   √ √  √   √                              
催化重整 √ √  √  √   √   √ √ √                            
加氢精制 √ √    √   √          √                       
催化裂化 √ √ √   √ √ √ √  √ √                              
脱硫脱硫醇 √    √ √     √ √    √ √ √   √                     
气体分馏 √     √     √            √                   
污水汽提 √  √   √  √                                  

MTBE      √    √          √                      
延迟焦化 √ √    √ √  √  √ √                              
锅炉  √    √   √                                 

烯烃业务团队 
乙烯裂解 √ √  √  √ √  √ √  √ √ √ √ √      √     √ √              
C4 联合      √    √   √       √    √            √ √ √ √   

芳烃业务团队 芳烃联合 √  √ √  √ √      √ √  √           √  √ √ √         √  

聚烯烃业务团

队 
聚乙烯  √                    √  √ √ √       √         

新、老聚丙烯  √                     √         √ √         

公用工程业务

团队 

IGCC √ √ √    √  √ √        √                        
供水                                  √        
排水 √  √   √  √       √ √                          
空压站                                          
水处理   √            √ √                          

储运业务团队 
油品储运 √  √ √  √    √ √ √   √ √    √  √ √    √        √   √    
汽车装运站    √  √     √ √           √                   
铁路装运站      √      √                       √   √    

码头业务团队 
鲤鱼尾库区    √  √    √ √ √          √ √            √   √    

青兰山库区      √                                    

EO/EG 团队 EO/EG 装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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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本公司系统管带承担着生产物料、产品和公用工程介质的输送以及仪表

控制电缆、部分动力电缆等的架设任务，包括厂内部分和厂外长输管廊。布

设的管线有： 

（1）输送高度危害液体介质管线，如苯、硫化氢、一氧化碳等管线； 

（2）输送甲、乙类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并且设计压力≥4.0MPa介质的

管线，如液态烃、汽油、柴油、原油等管线； 

（3）输送流体介质并且设计压力≥10.0MPa，或者设计压力≥4.0MPa 并且

设计温度≥400℃的介质管线，如超高压蒸汽管线等； 

根据管线输送的介质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特性：易燃性、易爆性、易

蒸发性、静电荷积聚性、扩散流淌性和热膨胀性等。本公司在生产、输送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事故风险为：火灾事故、爆炸事故、中毒和窒息事故、

灼伤事故、泄漏事故。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引起系统管带物料泄漏、着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静密封点泄漏； 

（2）氢脆、碱脆、氧气管道脱脂不符合要求； 

（3）用空气吹扫易燃液体管线、高低系统管道之间隔离失效； 

（4）由于管线内物料和沿海大气环境的腐蚀作用，造成管线腐蚀穿孔引

发物料泄漏； 

（5）由于操作不当和管道的应力腐蚀，输送介质压力和温度超过设计值，

致使管线爆裂引发物料泄漏、着火； 

（6）由于管线安全防护装置失效（主要为安全阀、防爆阀、防爆片、泄

压阀、放散管、报警系统、接地装置及防雷装置等），导致物料泄漏而引起火

灾、爆炸； 

（7）外力的影响：被硬物刮碰，或是在不良气候下晃动等，导致管线破

裂、损坏，导致物料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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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检修时，未加设盲板，致使空气与爆炸性气体混合，从而引发火

灾、爆炸； 

（9）由于雷击、地震等原因导致管线损坏、泄漏物料并着火； 

（10）由于盗窃或人为破坏活动导致管线损坏、物料泄漏而引起的着火

等。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火灾将造成人员烧伤，并有可能引起临近装置、

建筑物燃烧；发生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但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引起附近

装置燃烧爆炸，形成大面积火灾，严重扩大到公司外，造成周围物体燃烧或

群众伤亡；燃烧所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可能使人员中毒、窒息，对周边环境

造成污染。 

中毒、窒息事故：一旦发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事故，可能导致现

场作业人员或周边社区居民中毒、窒息或死亡等较大社会危害，造成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 

泄漏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处置不当可导致火灾、

爆炸、中毒、窒息等。 

厂外长输管廊跨越人员密集密集区，若发生事故，会造成群死群伤的重

大后果。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系统管带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照公

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各生产团队的

应急组织在各团队的应急处置方案中明确，详见相关团队的应急处置方案。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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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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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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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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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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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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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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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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管理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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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岗位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明确了各岗位的职责，制定了

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从管理上加强对危险源的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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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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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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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各装置、系统的运行严格按照工艺操作参数执行，对相关设施定

期检测、维护和检修，对日常运行中发现的影响安全生产的问题及时进行处

理。对新建、改建、扩建装置（设施）严格执行安全、环保、职业健康“三同

时”制度，对在役装置执行定期安全评价制度。除此之外，公司还引入了

HAZOP 审查方法，对所有装置周期性地开展 HAZOP 审查，对审查发现的问

题按照风险等级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对于生产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工艺、

设备、设施、管理、人员等的变更，评估潜在的变更风险，采取相应的预防

措施并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变更。 

各生产团队经理为属管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

负责组织对重大危险源的日常生产运行管理和监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

隐患；一旦发生突发性事故/事件，生产团队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的应急处置

方案，并按信息报告与处置程序进行报告。 

3.2 预警行动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根据事故信息或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紧

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或者结合政府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出预警决定，通知

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人员进入预警状态。预警级别如下： 

特大事件：红色预警； 

重大事件：橙色预警； 

较大事件：黄色预警； 

一般事件：蓝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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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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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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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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发生人员死亡事故、影响较大的火灾爆炸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

定启动二级以上应急响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

发布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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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本公司所属各单位发现系统管带泄漏着火事件，应立即按照公司《生产

安全综合应急预案 》之“图 4.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团队经理、公司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和专业救援队伍报告。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 

如果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接到事

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政府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书面报告。 

4.2  信息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要求的内容： 

（1）事故所属业务团队、所在地点或设备设施、事故发生时间； 

（2）管线名称/编号，管线泄漏的介质； 

（3）事故类型（火灾、爆炸、中毒和泄漏等）； 

（4）伤亡情况及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 

（5）事故现场情况及发展趋势，可能影响的范围； 

（6）事故的初步原因判断； 

（7）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8）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救援抢险的事宜； 

（9）事故的报告时间、报告团队、报告人及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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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气防 119，

医疗救护 120，其它详见附件 1。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火

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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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事态的发展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根据表

4.4-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并通知相关的团队或单位采取应急响应行

动。响应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共 3 个级别。 

表 4.4-1  系统管线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事故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别重大事件）： 
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事故，或一次重伤 20 人以上的事件。 

一级响应 

需要全公

司和社会

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重大事件）： 
发生人身死亡事故 3-9 人，或一次重伤 10-19 人的事件。 

Ⅲ级（较大事件）： 
发生人身死亡事故 1-2 人，或一次重伤 9 人以下的事件。 二级响应 

需要几个

部门或全

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事件）： 
无人员伤亡事故。 三级响应 

仅需要业

务团队参

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响应原则 

（1）统一指挥，分工合作原则； 

（2）以人为本，保护环境原则； 

（3）控制为先，逐步消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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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报告，对外授权原则。 

4.4.2.2  响应程序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应

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具体响应程序： 

（1）当发生Ⅳ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三级响应： 

a) 发现系统管带事故的团队及时向应急指挥办公室汇报事故的情况，组 

织开展先期处置。 

b)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c) 应急指挥办公室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实施应急救援。密切关注及时掌握 

事态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在需要的情况下派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事故现场

指导救援。通知有关人员和专家做好应急准备。 

d) 应急指挥办公室根据事态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做出解除三级响应状态 

或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2）当发生Ⅲ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二级响应： 

a)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b)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c) 组织专家咨询，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提出相关预案、专家、 

队伍、装备等信息。 

d)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e) 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工作。 

f) 调动有关队伍、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 

援。 

g)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3）当发生Ⅰ、Ⅱ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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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b)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c) 应急指挥中心及时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事故情况。 

d) 若需要，可向福建省或中石化的应急专家组请求支援。专家组成员与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组成新的专家队伍，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

提出相关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等信息。 

e)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f) 通知有关部门（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 

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工作。 

g) 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 

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支援现场

救援。 
5  处置措施 

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引发事

故的危险化学品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5.1  三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时，按各团队的现场处置方案执行，同时： 

（1）当系统管带泄漏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时，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 

（2）当系统管带泄漏导致火灾、爆炸事故时，启动《火灾、爆炸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 

（3）当系统管带导致人员中毒、窒息时，启动《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

急预案》。 

5.2  二级、一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启动二级、一级应急响应时按如下执行： 

1）总调 

（1）总调当班人员在收到系统管带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倒班队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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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根据泄漏的介质和泄漏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汇

报。 

（2）立即组织确定隔离措施，并做出停止相关物料进出和装置停工的决

定，协调各装置的应急处理，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较准确的判断并按响应

级别调动各支援队伍。 

2）炼油、化工团队 

（1）当班班长按照总调指令，根据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进行紧急停工，

并向团队领导申请支援。 

（2）迅速判明本装置油料进出管线所经图幅管带和状况(压力明显下降

说明管线已断裂)，立即关闭装置边界阀门。 

（3）按照通知和装置安全需要及时关闭与油品加工操作有关的公用介质

阀门（注水、注风、注汽、扫线点），防止油品串入公用介质管线。 

（4）加强对装置设备检查，随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尤其对封闭油品的管

线、容器要采取放压措施，防止超压、蹩压、泄漏。 

（5）需要退出的物料，经总调同意，当班油品班长确认后，方可按指定

管线退送。 

（6）处理过程中要有专人接电话，负责传达指令、工作联系和情况汇报

（由控制室操作人员负责），现场操作人员以对讲机与控制室联系。 

3）储运、码头业务团队 

（1）当班人员迅速同生产装置联系，要求停止使用破裂管带区域的管线。 

（2）立即关闭与破裂管带关联的罐区油料阀门，防止罐区物料倒串至损

坏点。  

（3）查明正在吹扫管线的公用介质中断后，及时关闭公用介质阀门，防

止串油料。 

（4）对装置退油料，按照总调要求对管线确认后，再通知装置执行。 

（5）在安全放空系统受影响的情况下，加强对储运设备检查，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出现超压、蹩压和泄漏。 

（6）处理过程中要有专人接电话，负责传达指令、工作联系和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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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控制室操作人员负责），现场操作人员以对讲机与控制室联系。 

4）公用工程业务团队（蒸汽系统） 

（1）当班人员要迅速判断供汽管线情况，关闭管带破裂段供汽，防止汽

压下降。 

（2）正确判断水、电、燃料供给情况，在平稳状态下要保证锅炉正常运

行，为装置紧急停工和处理故障保证蒸汽供给。 

（3）在水、燃料中断的情况下，按生产调度指令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紧

急停工。 

（4）加强对设备、管线的检查，防止出现超压、蹩压和泄漏。 

（5）处理过程中要有专人接电话，负责传达指令、工作联系和情况汇报

（由控制室操作人员负责），现场操作人员以对讲机与控制室联系。 

（6）为加强紧急情况下供汽运行管理，团队管理人员到锅炉操作室组织

协调工作。 

5）电气运行与维修模块 

（1）当班调度要组织各值班点人员迅速准确查明供电情况，保证全厂用

电正常。 

（2）发现受损短路接地的电缆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影响到其它电缆。对

正常运行电缆加强监护，为事故处理提供动力保证。 

（3）迅速落实应急照明设备，为抢险修复和恢复生产工作提供照明。 

（4）加强对电缆桥架的检查，及时处理影响电缆桥架的问题，保证电缆

安全运行。 

（5）供电调度要随时掌握情况，团队管理人员到总变同供电调度一起传

达指令、工作协调和情况汇报。 

6）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1）循环水、消防水、净化水系统 

①当班人员迅速查明管架水线（天网）运行情况，出现损坏跑水立即关

阀隔离。 

②加强对消防水泵和水罐的运行检查，确保消防水系统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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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准确判断循环水运行状况，在供电正常情况下保证循环水正常运行，

为装置紧急停工提供冷却介质。 

④净化水系统按设计能力提高供水量，为消防水系统长时间运行提供保

证。 

⑤立即组织人员加强对新鲜水、消防水系统检查，及时隔离和处理跑漏

水，保证扑救用水。 

（2）排水系统 

①当班人员要加强来水视察，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调整运行状况。 

②迅速组织力量对雨水边沟进行隔油、回收，控制边沟排水质量符合要

求。 

③加强对下水井的检查，及时处理管带漏损对排水系统的影响，保证排

水系统安全。 

（3）净化风、非净化风系统 

①当班人员在供电、供水正常的情况下，保证机组正常运行，保持系统

风压。 

②迅速查明供风管路情况，及时关闭隔断漏损管段，减少损失。 

③加强系统管路检查，防止管带事故处理过程中出现风压超高、蹩压。 

（4）为加强紧急情况下循环水、净化水、消防水、排水系统、净化风、

非净化风的运行管理，团队管理人员到相应控制室指挥协调并向总调汇报情

况。 

（5）公司 2 号雨排和 4 号雨排作为全厂泄漏、溢油的最后应急集油池，

出现明油应立即停止外排雨水并组织明油回收。 

7）福林气体 

（1）当班人员在供电、供水正常的情况下，保证机组正常运行，保持系

统氮气供应。 

（2）迅速查明氮气管路情况，及时关闭隔断漏损管段，减少损失。在条

件具备确认后，按总调指令向紧急停工装置提供氮气。 

8）钳电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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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班维护人员迅速到相关生产装置，处理职责范围内需要解决的问

题，向各自团队领导汇报并申请必要的支援。 

（2）进厂人员及时到各自负责装置协助处理问题，做好恢复生产的工作。 

（3）要有专人同总调联系，以传达指令、协调工作和汇报情况。 

9）综合维修/支持模块 

（1）组织 20～30 人为抢险扑救预备队，由综合维修经理/班长向总调报

到，待命突击。 

（2）工作实施由机械设备部组织管理。 

10）HSE 消防支队 

（1）接到重大事故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并按作战预案（提前制订）展

开，实施气防、消防扑救工作。 

（2）当破裂管带附近炼油生产装置有着火部位时，在分割掩护的情况下，

先集中力量扑灭着火部位。控制管带险情，在装置和油品切断油料来源后，

根据管线工况，对油料切断的着火点，集中扑灭，对无法切断物料、带压的

着火点采取分割冷却掩护，控制燃烧，直至熄灭的措施扑救。 

（3）管带旁装置设备与管带较近时，必须安排冷却掩护力量进行冷却保

护，防止因管带问题影响到装置设备，同时要科学、节约、有效使用保护介

质(水、汽)。 

（4）在管带破裂事故扑救后，安排一定的消防力量负责抢险施工掩护，

确保抢修工作安全。 

（5）抢险扑救期间，要有专人对消防系统设施进行检查，在公用二联合

团队的协助下及时隔离因运行状态改变而损坏的消防设施，确保消防扑救过

程中的水压和流量稳定。 

（6）长输管廊管带事故扑救，按照有效的消防预案实施，消防车辆器材

的摆位，要符合安全施救与通行要求，做到水源支持落实，确保抢险扑救安

全有效。 

11）HSE 安保 

（1）管带破裂事故发生后，加强厂区大门、生产区二道门检查，控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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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员进厂，防止出现意外。 

（2）组织保安人员按重大异常情况加强保卫，强化哨位和人数，直至恢

复正常生产。 

（3）加强对 DCS 中控室和储运罐区的警卫工作。 

（4）在抢修恢复生产期间，加强二道门以内的执勤保卫工作。 

（5）长输管廊管带事故时，及时组织有关保卫治安力量封闭管带区域，

疏散附近居民，疏导消防安全交通，直至抢险扑救工作完成。 

12）HSE 部门 

（1）HSE 部接到突发性事故的通知后，立即组织 HSE 安全管理模块、

环境/健康模块以及安保模块的相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现场隔离、警戒，

检查现场安全、环保状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2）HSE 医疗顾问联系医院安排一台救护车和相应的救护人员进厂，在

办公楼下待命，并随时做好接受伤员的准备。 

（3）HSE 公共关系迅速与地方政府沟通联系，共同维护周边社区的稳定，

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网络谣言的传播。 

（4）HSE 部负责人到现场参与组织协调。 

13）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1）立即联系车辆运输承包商，协调安排两台以上客车接送生产和抢险

突击人员进厂。 

（2）应急车辆安排：分泉州小区和泉港生活区两地，并将具体候车地道

告知总调，由总调发送短信通知相关应急抢险人员。 

（3）组织相关人员，做好应急后勤服务。 

14）应急行动安全要求 

（1）所有部门参加突发事件应急支援的人员应向部门负责人报到以便最

后清点人数。 

（2）所有参加突发性事件抢修抢险的人员要做好人身防护，待安全条件

具备后方可办理作业票进行作业。 

（3）未接到工作安排的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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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泄漏着火事件时应从上风口进入现场，佩戴必要的防护器具。 

（5）由 HSE 部安排保卫人员专人对到现场支援人员进行签字记录并发

放相关部门标识，危险解除后清点人数。 

（6）事故发生后应尽快控制泄漏，并采取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雨

水系统造成环境污染。 

5.3  系统管带带压堵漏应急措施 

（1）调整消漏法  

采用调整操作、调节密封件预紧力或调整零件间相对位置，勿需封堵的

一种消除泄漏的方法。 

（2）机械堵漏法 

①支撑法 

在管道外边设置支持架，借助工具和密封垫堵住泄漏处，适用于较大管

道的堵漏。 

②顶压法 

在管道上固定一螺杆直接或间接堵住设备和管道上的泄漏处，适用于中

低压管道上的砂眼、小洞等漏点的堵漏。 

③卡箍法 

用卡箍（卡子）将密封垫卡死在泄漏处而达到治漏目的。 

④压盖法 

用螺栓将密封垫和压盖紧压在孔洞内面或外面达到治漏，适用于低压、

便于操作管道的堵漏。 

⑤打包法 

用金属密闭腔包住泄漏处，内填充密封填料或在连接处垫有密封垫。 

⑥上罩法 

用金属罩子盖住泄漏而达到堵漏目的。 

⑦胀紧法 

堵漏工具随流体入管道内，在内漏部位自动胀大堵住泄漏。这种方法较

复杂，并配有自动控制机构，用于地下管道或一些难以从外面堵漏的场合。 



系统管带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2/修改 0 

15 

（3）塞孔堵漏法 

采用挤瘪、堵塞的简单方法直接固定在泄漏孔洞内，从而达到止漏，适

用于砂眼和小孔等缺陷的堵漏。 

①捻缝法 

用冲子挤压泄漏点周围金属本体而堵住泄漏，适用于合金钢、碳素钢及

碳素钢焊缝。不适合于铸铁、合金钢焊缝等硬脆材料以及腐蚀严重而壁薄的

本体。 

②塞楔法 

用韧性大的金属、木头、塑料等材料制成的圆锥体楔或扁楔敲入泄漏的

孔洞里而止漏，适用于压力不高的泄漏部位的堵漏。 

③螺塞法 

在泄漏的孔洞里钻孔攻丝，然后上紧螺塞和密封垫治漏，适用于本体积

厚而孔洞较大的部位的堵漏。 

（4）焊补堵漏法 

焊补方法是直接或间接地把泄露处堵住，适用于焊接性能好，介质温度

较高的管道。不适用于易燃易爆的场合。 

①直焊法 

用焊条直接填焊在泄漏处而治漏，适用于低压管道的堵漏。 

②间焊法 

焊缝不直接参与堵漏，而只起着固定压盖和密封件作用，适用于压力较

大、泄漏面广，腐蚀性强、壁薄刚性小等部位的堵漏。 

③焊包法 

把泄漏处包焊在金属腔内而达到治漏目的，适用于法兰、螺纹处，以及

阀门和管道部位的堵漏。 

④焊罩法 

用罩体金属盖在泄漏部位上，采用焊接固定后得以治漏，适用于较大缺

陷的堵漏部位。如果必要，可在罩上设置引流装置。 

⑤逆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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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焊缝收缩的原理，将泄漏裂缝分段逆向逐一焊补，使其裂缝收缩不

漏有利焊道形成的堵漏方法，适用于低中压管道的堵漏。 

（5）粘补堵漏法 

利用胶粘剂直接或间接堵住管道上泄漏处，适用于不宜动火以及其他方

法难以堵漏的部位。胶粘剂堵漏的温度和压力与它的性能、填料及固定形式

等因素有关，一般耐温性能较差。 

①粘堵法 

用胶粘剂直接填补泄漏处或涂敷在螺纹处进行粘接堵漏，适用于压力不

高或真空管道上的堵漏。 

②粘贴法 

用胶粘剂涂敷的膜、带和簿软板压贴在泄漏部位而治漏，适用于真空管

道和压力很低的部位的堵漏。 

③粘压法 

用顶、压等方法把零件、板料、钉类、楔塞与胶粘剂堵住泄漏处，或让

胶粘剂固化后拆卸顶压工具，适用于各种粘堵部位，其应用范围受到温度和

固化时间的限制。 

④缠绕法 

用胶粘剂涂敷在泄漏部位和缠绕带上而堵住泄漏，此方法可用钢带、铁

丝加强。它适用于管道的堵漏，特别是松散组织、腐蚀严重的部位。 

（6）胶堵密封法 

使用密封胶（广义）堵在泄漏处而形成一层新的密封层的方法。这种方

法效果限，适用面广，可用于管道的内外堵漏，适用于高压高温、易燃易爆

部位。 

①渗透法 

用稀释的密封胶液混入介质中或涂敷表面，借用介质压力或外加压力将

其渗透到泄漏部位，达到阻漏效果的方法，称为渗透法。这种方法适用于砂

眼、松散组织、夹碴、裂缝等部位的内处堵漏。 

②内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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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密封机构放入管内移动，能自动地向漏处射出密封剂，适用于地下，

水下管道等难以从外面堵漏的部位。 

③外涂法 

用厌氧密封胶、液体密封胶外涂在缝隙、螺纹、孔洞处密封而止漏的方

法，称为外涂法。也可用螺帽、玻璃纤维布等物固定，适用于在压力不高的

场合或真空管道的堵漏。 

④强注法 

在泄漏处预制密封腔或泄漏处本身具备密封腔，将密封胶料强力注入密

封腔内，并迅速固化成新的填料而堵住泄漏部位，适用于难以堵漏的高压高

温、易燃易爆等部位。 

（7）改换密封法 

改道法在管道或设备上用接管机带压接出一段新管线代替泄漏的、腐蚀

严重的、堵塞的旧管线，这种方法称为改道法。此法多用于低压管道。 

（8）其他堵漏法 

①磁压法 

利用磁钢的磁力将置于泄漏处的密封胶、胶粘剂、垫片压紧而堵漏的方

法，称为磁压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表面平坦、压力不大的砂眼、夹碴、松散

组织等部位的堵漏。 

②冷冻法 

在泄漏处适当降低温度，致使泄漏处内外的介质冻结成固体而堵住泄漏

的方法，称为冷冻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低压状态下的水溶液以及油介质。 

③凝固法 

利用压入管道中某些物质或利用介质本身，从泄漏处漏出后，遇到空气

或某些物质即能凝固而堵住泄漏的一种方法，称为凝固法。某些热介质泄漏

后析出晶体或成固体能起到堵漏的作用，同属凝固法的范畴。这种方法适用

于低压介质的泄漏。如适当制作收集泄漏介质的密封腔，效果会更好。 

（9）综合治漏法 

综合以上各种方法，根据工况条件、加工能力、现场情况、合理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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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或多种堵漏方法，这称作综合性治漏法。如：先塞楔子，后粘接，

最后有机械固定；先焊固定架、后用密封胶，最后机械顶压等。 

5.4  高后果区处置措施 

（1）现场处置原则 

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本公司厂外系统管带事故灾难的处置主要依靠本

公司生产团队、码头团队以及相邻周边企业的应急处置力量。根据事态发展

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应急指挥中心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

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在征得相关职能部门的同意下，可依法及时采取紧急

处置措施。 

（2）处置程序 

1）管线泄漏，有毒物质逸散 

① 迅速切断泄漏源，封闭事故现场，发出有毒气体逸散报警，安保管理

小组组织疏散事故区域内人员，设立警戒区； 

② 组织医疗救护小组抢救现场中毒人员； 

③ 环境监控小组监测有害气体浓度，根据现场风向，加强现场人员的个

人防护； 

④ 要严格控制非防爆电器设备、工具等易产生火花器具的使用，及时驱

散和稀释泄漏物，防止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引发次生灾害。必要时请求消防

部门支援，消防车现场待命； 

⑤ 条件允许时，迅速组织力量对泄漏管线进行封堵、抢修作业； 

⑥ 采取现场围堵措施，防止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大。 

2）易燃易爆物质管线泄漏引发火灾、爆炸 

① 迅速切断泄漏源，封闭事故现场，发出有毒气体逸散报警，安保管理

小组组织疏散事故区域内人员，设立警戒区； 

② 组织医疗救护小组抢救现场中毒人员； 

③ 组织现场消防力量进行隔离、灭火； 

④ 组织力量对泄漏管线（储库）进行封堵、抢修作业； 

⑤ 做好事故消防水的收纳与处置，防止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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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当易燃易爆物质管线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并伴有有害物质泄漏时，根据

现场的泄漏情况、地势地貌、有毒物质逸散的浓度及其它情况，环境监控小

组使用可燃气体检测装置和有毒气体检测装置对事故影响范围进行动态监测

与安全评估，配备安全防护工具，在保证作业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实施有关

措施，并采取相应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大。 

3）管线泄漏处于重点穿跨越段（如铁路、公路等），并导致交通中断： 

① 向当地铁路、交通的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申请启动当地政府部门相应

的应急预案，并配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现场警戒工作； 

② 切断泄漏源，对泄漏的管道进行封堵、抢修； 

③ 组织清理交通要道及两侧污染物，全力恢复交通； 

④ 采取措施防止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大，应密切关注泄漏点

风向及周围居住人员情况，并做好现场环境监测，必要时疏散周围居民。 

4）管线泄漏处于环境敏感区 

① 向当地政府的安全、旅游、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汇报，申请启动当地

政府部门相应的应急预案； 

② 切断泄漏源，根据条件对泄漏的管道进行封堵； 

③ 采取措施对污染物进行隔离，控制污染范围，并及时组织清理，防止

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事件扩大； 

④ 如泄漏发生在水域范围，应立即布设隔油栏，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

泄漏在陆地，立即组织人力围堰，防止扩散。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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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7）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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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政

府部门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开

展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开展

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产

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为止。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产

条件，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修队

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财

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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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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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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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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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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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  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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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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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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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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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 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 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 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 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 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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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 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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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维修调度 24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 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 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 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 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 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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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 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 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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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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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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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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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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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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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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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  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  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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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表 2-1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一览表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028) 
郭燕清/15880900939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5 个 储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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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业

务

团

队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0

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TLF12.001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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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消 1006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ZZ1256M4346F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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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SY6521KSB 型）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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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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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OWOO-Y-C

N-OO） 

2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

3 台 

S））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 6 台 S/CO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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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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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ZKF6.8/30）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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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
2瓶 

灭火器

（3kg）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
152瓶 

灭火器

（3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020瓶 

灭火器

（3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4瓶 

灭火器

（5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56瓶 

灭火器

（5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59瓶 

灭火器

（7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98瓶 

灭火器

（7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
22瓶 

灭火器

（24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推车式CO2
21瓶 

灭火器

（24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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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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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1.2M,厚 8MM 的

玻璃纤维）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 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 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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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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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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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厂外长输管廊(39 单元)布设的管线信息 

序号 装置内管线号 装置外管线号 管径 mm 长度(m) 输送介质 

界区条件 

输入位置 输出位置 
位置 

（左至右） 温度（℃） 
压力

（Mpa) 

1 蒸汽 蒸汽 DN350 5500 蒸汽 230 1 码头团队 公用团队 

下层   

2 639 639 DN200 5500 沥青 180 3.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3 611/1 611/1 DN250 5500 柴油 常温 0.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4 622 622 DN200 5500 汽油 常温 0.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5 651 651 DN250 5500 航煤 40 0.7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6 675 675 DN100 2000 丁二烯 常温 2.5 码头团队 码头团队 

中层 

7 仪表风 仪表风 DN80 5500 净化风 常温 2.5 码头团队 公用团队 

8 631/1 631/1 DN100 5500 燃料油 60 1.2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9 673 673 DN100 5500 LPG 气相线 常温 1.6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10 671 671 DN200 5500 LPG 常温 3.2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11 672 672 DN200 5500 丙烯 常温 3.2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12 683 683 DN200 5500 甲醇 常温 0.79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13 新鲜水 新鲜水 DN200 5500 新鲜水 常温 1.6 公用团队 码头团队 

14 641 641 DN150 5500 石脑油 40 0.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15 621 621 DN200 5500 汽油 常温 0.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16 611 611 DN200 5500 柴油 常温 0.6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17 604 604 DN450 5500 原油 45 0.58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18 631 631 DN80 5500 燃料油 60 1.2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19 604/2 P001 DN600 5500 原油 常温 0.68 储运团队 码头团队 

上层 

20 611/2 P002 DN250 5500 柴油 40 1.42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21 P003 P003 DN300 5500 苯 40 1.4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22 P004 P004 DN350 5500 PX 20~40 1.55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23 679 P005 DN150 5500 丁二烯 10 1.35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24 647 P006 DN200 5500 石脑油 常温 1 码头团队 储运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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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007 P007 DN150 8800 
低温乙烯气

相 
-102 0.1~0.5 

烯烃团队 5660 单

元 
码头团队 

26 P008 P008 DN300 8800 
低温乙烯液

相 
-102 0.7~0.8 

烯烃团队 5660 单

元 
码头团队 

27 N N2 DN80 2 5500 高压氮气 常温 4 公用团队 码头团队 

28 461 461 DN200 5500 乙二醇 78 1.6 码头团队 EG 团队 

29 污水线   DN700 5500 污水 常温 0.6 公用团队 码头团队 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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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本专项预案中职业病危害事故包括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引起的急性职业

病危害事故和人员受到放射源异常照射的放射事故。 

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也称突发职业病危害事件，是指在生产或工作中

职业人群一次或短时间内大量接触化学物质，引起身体发生功能性或器质

性损伤，甚至危及生命的急性健康损害，即导致群发性突发职业病危害事

件。 

放射事故是指放射性物质造成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的事件。 

1.2 事故的可能性分析 

公司生产、储存过程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见附件 2），一旦

泄漏后容易引起急性职业损伤（见附件 3），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若

应急救援不当也可能导致事故扩大。 

放射源发射出的射线具有一定的能量，当人体受到大量射线照射时会

破坏细胞组织，从而造成伤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公司使用的放射源数

量较多（见附件 6），主要是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料位测量和工业探伤。共

有 6 台镅 241-铍 9 料位计、80 台铯 137 料位计。公司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

均为Ⅳ类、Ⅴ类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时间、近

距离接触这些放射源的人员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承包商施工作业使用的 X 射线探伤机属于二类射线装置；使用的γ射

线探伤机配套放射源一般属于Ⅱ类放射源，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甚至

可能导致死亡。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一旦发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或火灾、爆炸等事故，可能导致现

场作业人员或周边社区居民中毒、窒息或死亡等较大社会危害。 

固定放射源异常照射可能造成接触者永久性损伤，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若放射源一旦遗失或失窃，造成的后果则不可估量。 



职业病危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负责职业病危害事故的统一指挥与处置工作，有毒

物质引起的急性职业损伤事故按照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综合预案》之

“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放射危害事故可根据需要成立：剂量检测与放射源处置小组、人员疏

散与警戒小组、医疗救护小组、放射源找寻小组（若需要的话）。各小组的

组成与主要职责如下： 

（1）剂量检测与放射源处置小组：由所在团队、仪表团队和静设备检

测团队或承包商的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检测放射剂量，为划定警戒

区域提供依据；放射源同位素仪表铅罐活门的关闭或开启；失控放射源的

处置。 

（2）人员疏散与警戒小组：由相关团队和 HSE 部保安组成。主要负责

剂量超标区域内人员的疏散，设置警戒线，防止其他人员进入警戒区域。 

（3）医疗救护小组：由相关团队、HSE 部气防人员和闽南分院组成。

主要负责救护受到放射源照射的人员。 

（4）放射源找寻小组：由 HSE 部管理人员、HSE 部保安、属管团队

PCL、对应仪表班组人员及相关承包商组成。主要协同油城公安分局和泉港

区环保局对丢失、被盗放射源进行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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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监测监控 

（1）在有毒、有害气体可能泄漏的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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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检测探头和报警系统进行维护； 

（2）在可能接触有毒、有害气体的操作岗位配备有相应的防毒面具、

空气呼吸器等，对所有操作人员进行消防、气防器具使用的培训并定期复

训； 

（3）为进入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泄漏危险场所的人员（包括承包商）配

备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如CO检测仪、H2

（4）在消防支队建立专业的气防应急队伍，并配备相应的救护器材，

实行 24 小时值班； 

S检测仪； 

（5）与地方医院签订了医疗救护协议，医护人员与救护车辆 24 小时

驻厂值班； 

（6）制定作业规程，对可能接触有毒有害气体、存在较大风险的作业

活动，要求作业人员佩戴防毒器具进行作业，同时派人监护。 

（7）建立应急预案体系，特别是要求生产团队根据危害识别情况建立

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 

（8）严格执行作业许可证制度，对于一些风险较高又必须进行的作业，

要求消防气防专业队伍现场监护。 

（9）加强作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风险意识，对所有操作人

员开展消防、气防知识培训，提供消防器材、气防器具的使用培训，对监

护人员进行受限空间中毒窒息救援方法的培训。 

3.1.2 放射源的监测监控 

（1）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经过验收并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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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标准》，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的购买、运输、日常使用管理、维护检测、停用、报废处置等环节做出明

确规定； 

（3）在现场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使用团队定期巡回检查；公司建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台帐，跟踪管理； 

（4）实行放射作业许可制度，作业前必须落实相关防护措施；放射工

作人员工作期间必须佩戴经认可的个人剂量计，按规定接受个人剂量检测； 

（5）探伤作业前提前告知相关人员。每次探伤前使用监控设备定位警

戒区域。 

（6）每年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设备防护性能与工作场所辐射

水平进行监测与评价； 

（7）公司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相关团队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一旦

发生放射性同位素泄漏、丢失或人体受到超剂量照射等事件时，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3.2 预警行动 

接到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根据所监控的职业病危害程度、紧急程

度和发展事态，参照表 1 内容做出预警决定。预警级别如下： 

（1）特大事件：红色预警 

（2）重大事件：橙色预警 

（3）较大事件：黄色预警 

（4）一般事件：蓝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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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职业病危害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大或红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并死亡 10 人以上。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

急性死亡。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

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以上，或死亡 5 人以上。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 人以下（含 2 人）

急性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含 10 人）急性重度放射病、

局部器官残疾。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49 人，或死亡 4 人以下。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 人）

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

或全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故）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9 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

量限值的照射。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

队参与应急 

（1）对于红色或橙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公司高层领导和各部门、业

务团队，并动用社会联动力量支援；黄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相关部门和业

务团队；蓝色预警事件需要通知业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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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若事故中发生人员死亡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定启动二级

以上应急响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发布启动相应级别应

急响应的指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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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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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程序 

所属单位发生各类、各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获得应急事故信息时，应

在第一时间内按照“图 4.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报告，总调度室立即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报告，时间最多

不超过 5 分钟。 

若发生放射类事故，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及 HSE 部在 1 小时内填

写《放射性事故报告表》（见附件 4），向泉港区环保局和油城公安分局报告；

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异常照射的，同时向泉港区卫计局报告。 

若发生放射源丢失事故，应立即向公安局、环保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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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1.2 信息报告内容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人员中毒昏迷后，迅速利用直通电话或拔打“（87799）

119”火警电话向消防支队报警。报警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详细地址、部位； 

（2）有毒有害气体名称和泄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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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无人员伤亡、被困； 

（4）报警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 

发现放射类事故，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放射性事故报告表》（见附件

4）所要求的内容。 

报警时语言表达清楚，按照消防调度员的提问详细回答，确保报警内

容准确无误。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

火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总机

119，医疗总机 120，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其他应急联系方式见

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事故发生后，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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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应首先报告

消防大队和医疗救护，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异常照射的，同时向泉港区卫

生局报告。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原则 

（1）统一指挥，分工合作原则； 

（2）以人为本，保护环境原则； 

（3）控制为先，逐步消除原则； 

（4）及时报告，对外授权原则。 

4.2.2 响应分级 

根据职业病危害事故情况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参照表

3.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向有关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令。 

4.2.3 响应程序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建立与事故现场的联系，根据

事故报告的详细信息，对警情做出判断，由应急中心负责人或现场指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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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初步确定事故的响应级别。如果事故性质不足以启动应急预案中所规定

的最低响应级别，通过已经形成的信息反馈程序取消或降低预警。响应级

别一经确定，应急指挥中心按所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程序，通知应急

指挥中心相关人员到位，开通信息与通讯网络、调配救援应急物资等。 

（1）三级应急响应：当事故为Ⅳ级事故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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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事故被定义为Ⅲ级事故，总调立即通过应急

短信平台发布指令，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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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指挥室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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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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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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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病危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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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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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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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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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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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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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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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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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场事态扩大为Ⅰ级、Ⅱ级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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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指挥中心指挥长决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①外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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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家

（包括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由

安保管理组负责引导外部救援力量进入现场救援。 

②应对公众媒体 

由对外联络小组负责在福瑞宾馆会议室接待政府官员、媒体、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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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并发布经应急指挥中心审核的信息材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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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

要周边社区进行疏散时，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下令，由对外联络小组通知

社区负责人进行疏散。针对放射性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

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转移、撤离或

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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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最大程度地保护员工和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切实加强应急工作人

员的安全防护。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公司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指导和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公司各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处置工作。 

（3）依靠科学，提高能力。 

遵循科学原理，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改进和完善应急救援的装备、设

施和手段，提高快速应急能力。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

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常态下的预防，加强演练等工作。 

5.2 处置具体要求 

5.2.1 急性职业损伤事故处置要求 

（1）现场人员必须佩戴有效的防护器具方可进入现场，做好自我保护，

严禁无保护进入危险区域。 

（2）事故团队应首先立足于自救，迅速将中毒人员从中毒区域救护到

空气新鲜的安全地带，并向消防支队和医疗救护单位报警，由专业救援队

伍实施救援。 

（3）采取关闭与切断措施，防止有毒有害气体继续泄漏，并做好相应

的保护措施。 

（4）应立即组织开展监测、警戒和人员疏散工作。 

（5）对已跑、冒、漏出的有毒有害物质要立即组织人员隔断、回收，

避免毒物扩散。 

（6）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组织实施预防次生灾害的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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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放射事故处置要求 

（1）现场处置人员应配备专业辐射防护装备、应急处理器具及相关辐

射监督仪； 

（2）采取安全警戒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事故现场程序； 

（3）对现场开展应急辐射监测。 

5.3 应急处置措施 

5.3.1 急性职业损伤事故处置要求 

（1）对于在有毒化学品中毒地点发生人员中毒、窒息的事故，救援人

员应根据有毒有害物质选择佩戴正确防护器具进入现场，采取适宜的方式

进行施救。 

（2）对于密闭空间内的事故，施救人员应先强制向空间内部通风换气

后方可进入进行施救。 

（3）对于电缆沟、排污井、排水井等地下沟道内可能产生有毒气体的

地点，救援人员在施救前应先进行有毒气体检测（方法通过有毒气体检测

仪、小动物试验等），确认安全或者现场有防毒面具则应正确戴好防毒面具

后进入进行施救。 

（4）施救人员做好自身防护措施后，将伤员救离受害地点至地面以上

或通风良好的地点，然后等待医务人员或在医务人员没有到场的情况进行

紧急救助。 

（5）伤员呼吸和心跳均停止时，应立即按心肺复苏法支持生命的三项

基本措施，进行就地抢救。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抢救前，现场抢救人员不得

放弃现场抢救。 

5.3.2 放射事故处置措施 

（1）立即撤离事件现场有关工作人员，封锁现场，切断一切可能扩大

污染范围的环节。 

（2）组织有关人员携带仪器设备赶赴事故现场，核实事故情况，估算

受照剂量。 

（3）对于可能受到急性辐射损伤的人员，应迅速送往医院进行诊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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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4）关注病人的临床症状，详细了解被救治人员的受照射情况，力求

对其所受剂量进行合理估计。 

（5）辐射损伤医疗专家到事故发生地对受损伤人员进行辐射损伤诊断。 

（6）对超剂量照射人员应建立详细档案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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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1.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2）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向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报告，请求终止现场应

急； 

（3）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下达终止命令，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宣布

应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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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或财产损失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经公司总裁班子同意，由 HSE 部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事故管理规定开展事故调

查，若需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

开事故调查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组织专业队伍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

确认污染消除为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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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救治受伤人员、申报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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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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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1.1 放射源分类 

按照放射源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程度，从高到低将放射源分

为Ⅰ、Ⅱ、Ⅲ、Ⅳ、Ⅴ类，V 类源的下限活度值为该种核素的豁免活度。 

（1）Ⅰ类放射源为极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分钟

到 1 小时就可致人死亡； 

（2）Ⅱ类放射源为高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小时至

几天可致人死亡； 

（3）Ⅲ类放射源为危险源。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源几小时就可

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几天至几周也可致人死亡； 

（4）Ⅳ类放射源为低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

时间、近距离接触这些放射源的人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5）Ⅴ类放射源为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 

8.1.2 常用放射源分类表 

核素名称 Ⅰ类源（Bq） Ⅱ类源（Bq） Ⅲ类源（Bq） IV 类源（Bq） V 类源（Bq） 

Am-241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Am-241/Be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Au-198 ≥2×10 ≥2×1014 ≥2×1012 ≥2×1011 ≥1×109 6 
Ba-133 ≥2×10 ≥2×1014 ≥2×1012 ≥2×1011 ≥1×109 6 
C-14 ≥5×10 ≥5×1016 ≥5×1014 ≥5×1013 ≥1×1011 7 

Cd-109 ≥2×10 ≥2×1016 ≥2×1014 ≥2×1013 ≥1×1011 6 
Ce-141 ≥1×10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7 
Ce-144 ≥9×10 ≥9×1014 ≥9×1012 ≥9×1011 ≥1×109 5 
Cf-252 ≥2×10 ≥2×1013 ≥2×1011 ≥2×1010 ≥1×108 4 
Cl-36 ≥2×10 ≥2×1016 ≥2×1014 ≥2×1013 ≥1×1011 6 

Cm-242 ≥4×10 ≥4×1013 ≥4×1011 ≥4×1010 ≥1×108 5 
Cm-244 ≥5×10 ≥5×1013 ≥5×1011 ≥5×1010 ≥1×108 4 
Co-57 ≥7×10 ≥7×1014 ≥7×1012 ≥7×1011 ≥1×109 6 
Co-60 ≥3×10 ≥3×1013 ≥3×1011 ≥3×1010 ≥1×108 5 
Cr-51 ≥2×10 ≥2×1015 ≥2×1013 ≥2×1012 ≥1×1010 7 

Cs-134 ≥4×10 ≥4×1013 ≥4×1011 ≥4×1010 ≥1×108 4 
Cs-137 ≥1×10 ≥1×1014 ≥1×1012 ≥1×1011 ≥1×1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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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名称 Ⅰ类源（Bq） Ⅱ类源（Bq） Ⅲ类源（Bq） IV 类源（Bq） V 类源（Bq） 

Eu-152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6 
Eu-154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6 
Fe-55 ≥8×10 ≥8×1017 ≥8×1015 ≥8×1014 ≥1×1012 6 

Gd-153 ≥1×10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7 
Ge-68 ≥7×10 ≥7×1014 ≥7×1012 ≥7×1011 ≥1×109 5 
H-3 ≥2×10 ≥2×1018 ≥2×1016 ≥2×1015 ≥1×1013 9 

Hg-203 ≥3×10 ≥3×1014 ≥3×1012 ≥3×1011 ≥1×109 5 
I-125 ≥2×10 ≥2×1014 ≥2×1012 ≥2×1011 ≥1×109 6 
I-131 ≥2×10 ≥2×1014 ≥2×1012 ≥2×1011 ≥1×109 6 
Ir-192 ≥8×10 ≥8×1013 ≥8×1011 ≥8×1010 ≥1×108 4 
Kr-85 ≥3×10 ≥3×1016 ≥3×1014 ≥3×1013 ≥1×1011 4 
Mo-99 ≥3×10 ≥3×1014 ≥3×1012 ≥3×1011 ≥1×109 6 
Nb-95 ≥9×10 ≥9×1013 ≥9×1011 ≥9×1010 ≥1×108 6 
Ni-63 ≥6×10 ≥6×1016 ≥6×1014 ≥6×1013 ≥1×1011 8 

Np-237(Pa-233) ≥7×10 ≥7×1013 ≥7×1011 ≥7×1010 ≥1×108 3 
P-32 ≥1×10 ≥1×1016 ≥1×1014 ≥1×1013 ≥1×1011 5 

Pd-103 ≥9×10 ≥9×1016 ≥9×1014 ≥9×1013 ≥1×1011 8 
Pm-147 ≥4×10 ≥4×1016 ≥4×1014 ≥4×1013 ≥1×1011 7 
Po-210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Pu-238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Pu-239/Be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Pu-239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4 
Pu-240 ≥6×10 ≥6×1013 ≥6×1011 ≥6×1010 ≥1×108 3 
Pu-242 ≥7×10 ≥7×1013 ≥7×1011 ≥7×1010 ≥1×108 4 
Ra-226 ≥4×10 ≥4×1013 ≥4×1011 ≥4×1010 ≥1×108 4 
Re-188 ≥1×10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5 

Ru-103(Rh-103m) ≥1×10 ≥1×1014 ≥1×1012 ≥1×1011 ≥1×109 6 
Ru-106(Rh-106) ≥3×10 ≥3×1014 ≥3×1012 ≥3×1011 ≥1×109 5 

S-35 ≥6×10 ≥6×1016 ≥6×1014 ≥6×1013 ≥1×1011 8 
Se-75 ≥2×10 ≥2×1014 ≥2×1012 ≥2×1011 ≥1×109 6 
Sr-89 ≥2×10 ≥2×1016 ≥2×1014 ≥2×1013 ≥1×1011 6 

Sr-90(Y-90) ≥1×10 ≥1×1015 ≥1×1013 ≥1×1012 ≥1×1010 4 
Tc-99m ≥7×10 ≥7×1014 ≥7×1012 ≥7×1011 ≥1×109 7 

Te-132(I-132) ≥3×10 ≥3×1013 ≥3×1011 ≥3×1010 ≥1×108 7 
Th-230 ≥7×10 ≥7×1013 ≥7×1011 ≥7×1010 ≥1×108 4 
Tl-204 ≥2×10 ≥2×1016 ≥2×1014 ≥2×1013 ≥1×1011 4 
Tm-170 ≥2×10 ≥2×1016 ≥2×1014 ≥2×1013 ≥1×1011 6 

Y-90 ≥5×10 ≥5×1015 ≥5×1013 ≥5×1012 ≥1×1010 5 
Y-91 ≥8×10 ≥8×1015 ≥8×1013 ≥8×1012 ≥1×1010 6 

Yb-169 ≥3×10 ≥3×1014 ≥3×1012 ≥3×1011 ≥1×109 7 
Zn-65 ≥1×10 ≥1×1014 ≥1×1012 ≥1×1011 ≥1×1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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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名称 Ⅰ类源（Bq） Ⅱ类源（Bq） Ⅲ类源（Bq） IV 类源（Bq） V 类源（Bq） 

Zr-95 ≥4×10 ≥4×1013 ≥4×1011 ≥4×1010 ≥1×108 6 

 

8.2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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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表 

附表 1.1 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表 

一、气防站情况 

气防站名称 气防站 

气防站人数 19 人 负责人 曾建文 

气防值班电话 87799119 

二、应急救援物资信息 

物资名称 数量 
所属救援队

伍 
用途 存放单位和地点 责任人 

气防救护车 2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2 消防支队 充气 消防支队气防站 曾建文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2 消防支队 充气 消防支队气防站 曾建文 

空气呼吸器 225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空气呼吸器 172 属管单位 救护 公司所属各单位 属管单位经理 

救生单架 2 消防支队 救护 气防站 孟宪国 

硫化氢检测仪 26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四合一检测仪器 12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NH3 2 检测仪器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 孟宪国 

轻便防化服 50 消防支队 救护 消防支队气防站 孟宪国 

三、中毒控制或医疗救治医疗机构 

医院名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闽南分院 

人数 220 

值班电话 0595--87977120 负责人 宋鹰 
化学中毒、灼伤等救治业务专长； 
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中毒的救治； 
甲醇、有机磷等化学物中毒的救治； 
电击伤、热烧伤及化学性烧伤的救治； 
各类外伤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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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辐射监测仪器及防护用品表 

应急装备 名称 型号 配备单位及数量 

辐射监测仪器 

X,γ射线个人剂量

报警仪 
PRM-1000 

共 17 台分布在公司所有的生产团队、机械

设备部的钳、仪、技术规划部的检验中心

团队。 

X,γ射线检测仪 PRM-3000 

芳烃业务团队 1 台 
聚烯烃业务团队 2 台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1 台 
静设备监测团队 1 台 
HSE 部保管 3 台（供机动使用） 

X,γ,中子射线检

测仪 
PRM-3020 

炼一团队 3台 

炼油 2业务团队 1台 

仪表团队 1台 

HSE部 1台 

辐射防护用品 

防护服、防护帽、

防护眼镜 
GK型 仪表团队 2套 

防护服 SYP-2型 综合维修团队 3套 

安全警示灯 FL4800型 综合维修团队 6台 

专用安全警戒绳 500m 综合维修团队 

个人剂量计 

光致光剂

量仪

InLight2

00 

公司 40名放射工作人员 

 



 

 

附件 2：公司可能引起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及分布 

团队 区域 
硫

化

氢 

一

氧

化

碳 

氨 苯 

二

硫

化

碳 

总

烃 
甲

烷 酚 

二

氧

化

硫 

甲

醇 

液

化

石

油

气 

汽

油 
甲

苯 

二

甲

苯 

硫

酸 

氢

氧

化

钠 

磺

化

酞

箐

钴 

甲

基

二

乙

醇

胺 

二

甲

基

二

硫

醚 

甲

基

叔

丁

基

醚 

硫

醇 
乙

烯 
丙

烯 

丁

烯
-1 

己

烯
-1 

异

戊

烷 

抽

余

油 

乙

苯 

环

丁

砜 

四

氯

乙

烯 

二

乙

基

苯 

四

氯

化

钛 

三

乙

基

铝 

二

氧

化

氯 

对

二

甲

苯 

糠

醛 

二

甲

基

甲

酰

胺 

丁

二

烯 

对

叔

丁

基

邻

苯

二

酚 

乙

醇

胺 

环

氧

乙

烷 

炼油 1 业务团

队 

常减压 √ √    √ √  √   √      √                        
轻烃回收 √     √ √    √ √                              
脱硫脱硫醇 √     √     √     √  √   √                     
柴油加氢 √ √    √   √         √                        
煤油加氢 √ √    √   √                                 
加氢处理 √ √ √   √ √  √  √ √      √ √                       
加氢裂化 √ √ √   √ √  √  √ √      √ √                       
氢提纯 √  √   √ √                                   

碱渣处理      √  √       √ √                          
硫磺回收 √  √  √    √                                 
溶剂再生 √                 √                        
污水汽提 √  √   √  √        √                          
溶剂脱沥青  √    √   √                                 

炼油 2 业务团

队 

常减压 √ √ √   √ √  √   √                              
催化重整 √ √  √  √   √   √ √ √                            
加氢精制 √ √    √   √          √                       
催化裂化 √ √ √   √ √ √ √  √ √                              
脱硫脱硫醇 √    √ √     √ √    √ √ √   √                     
气体分馏 √     √     √            √                   
污水汽提 √  √   √  √                                  

MTBE      √    √          √                      
延迟焦化 √ √    √ √  √  √ √                              
锅炉  √    √   √                                 

烯烃业务团队 
乙烯裂解 √ √  √  √ √  √ √  √ √ √ √ √      √     √ √              
C4 联合      √    √   √       √    √            √ √ √ √   

芳烃业务团队 芳烃联合 √  √ √  √ √      √ √  √           √  √ √ √         √  

聚烯烃业务团

队 
聚乙烯  √                    √  √ √ √       √         

新、老聚丙烯  √                     √         √ √         

公用工程业务

团队 

IGCC √ √ √    √  √ √        √                        
供水                                  √        
排水 √  √   √  √       √ √                          
空压站                                          
水处理   √            √ √                          

储运业务团队 
油品储运 √  √ √  √    √ √ √   √ √    √  √ √    √        √   √    
汽车装运站    √  √     √ √           √                   
铁路装运站      √      √                       √   √    

码头业务团队 
鲤鱼尾库区    √  √    √ √ √          √ √            √   √    

青兰山库区      √                                    

EO/EG 团队 EO/EG 装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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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和应急措施 

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硫化

氢 

本品是强烈的神经毒

物，对粘膜有强烈刺激

作用。 
急 性 中 毒 ： 高 浓 度

（1000mg/m3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低

浓度的硫化氢，可引起

神经衰弱综合征和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等。 

以上）吸

入可发生闪电型死亡。

严重中毒可留有神经、

精神后遗症。急性中毒

出现眼和呼吸道刺激

症状，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或支气管周围炎，

支气管肺炎，头痛，头

晕，乏力，恶心，意识

障碍等。重者意识障碍

程度达深昏迷或呈植

物状态，出现肺水肿、

多脏器衰竭。对眼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轻型防化

服、重型防化服、避火服、

静电工作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

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

工作服。作业人员应学会

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

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有眼、

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者不应接触本品。 

1、急性中毒：迅速将患

者移至上风或侧上风方

向新鲜空气处，观察呼吸

功能。窒息着立即实施人

工呼吸（禁止口对口人工

呼吸）及吸氧。在病情未

改善前人工呼吸不可放

弃。 
2、对眼睛中毒的伤者，

立即翻开上下眼皮用洁

净清水或 2%碳酸氢钠冲

洗，冲洗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再用 4%硼酸水洗

眼并滴入无菌橄榄油。 

苯 

吸入高浓度苯对中枢

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

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

害，引起白细胞和血小

板减少，重者导致再生

障碍性贫血。可引起白

血病。具有生殖毒性。

皮肤损害有脱脂、干

燥、皲裂、皮炎。 

1、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

浓度超标时，佩带防毒面

具。紧急事态抢救或逃生

时，应该佩带自给式呼吸

器。 
2、眼睛防护：一般不需特

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相应的防

护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也可使用皮肤防护膜。 
5、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

淋浴更衣。进行就业前和

定期的体检。 

泄露处置：疏散泄露污染

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

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

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

情况下堵漏。喷水雾会减

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露

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

燃性。用活性炭或其它惰

性材料吸收，然后使用无

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用

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水放

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

露，利用围堤收容，然后

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

处理后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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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氨气 

对眼、呼吸道粘膜有强

烈刺激和腐蚀作用。急

性氨中毒引起眼和呼

吸道刺激症状，支气管

炎或支气管周围炎，肺

炎，重度中毒者可发生

中毒性肺水肿。高浓度

氨可引起反射性呼吸

和心搏停止。可致眼和

皮肤灼伤。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 
2、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

防护眼镜。 
3、身体防护：穿轻型防化

服、重型防化服、避火服、

静电工作服。 
4、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

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工作完毕，淋浴更衣。

及时换洗工作服。作业人

员应学会自救互救。进入

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

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一旦发生氨泄漏，应迅速

将污染区人员撤离至上

风处，并切断一切火源，

实行警戒隔离直至气体

散尽。应急处理人员必须

佩戴正压自给式氧气呼

吸器，穿厂商特别推荐的

能完全隔离的化学防护

服。切断气源，高浓度泄

漏区，喷含盐酸的雾状水

进行中和、稀释、溶解，

并加强通风，或强力抽排

至室外。也可以将残余气

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

水洗塔或与相连的通风

橱内。漏气容器不能再

用，且要经过技术处理，

以清除可能剩下的气体。

储罐区最好设稀酸喷洒

（雾）设施。 

氯气 

对眼、呼吸道粘膜有刺

激作用。 
急性中毒：轻度者有流

泪、咳嗽、咳少量痰、

胸闷，出现气管炎的表

现；中度中毒发生支气

管肺炎或间质性肺水

肿，病人除有上述症状

的加重外，出现呼吸困

难、轻度紫绀等；重者

发生肺水肿、昏迷和休

克，可出现气胸、纵隔

气肿等并发症。吸入极

高浓度的氯气，可引起

迷走神经反射性心跳

骤停或喉头痉挛而发

生“电击样”死亡。皮

肤接触液氯或高浓度

氯，在暴露部位可有灼

伤或急性皮炎。 
慢性影响：长期低浓度

接触，可引起慢性支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等；

1、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

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2、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

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3、工作时禁止进食，工作

完毕淋浴更衣。 
4、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

其他高浓度区作业，必须

有人监护：1）进入重度区，

人员实施一级防护，并采

取消防水枪掩护；2）进入

轻度区，人员实施二级防

护；3）凡在现场参与处置

人员，最低防护不得低于

三级。 

1 立即带上防毒面具，迅

速朝上风向撤离到空气

新鲜处。2、抢险人员及

现场紧急处理和抢救人

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

器。3、如身边没有防毒

面具，可立即用湿毛巾或

衣服捂住口鼻，憋足一口

气，朝上风向迅速撤离到

空气新鲜处。千万不要在

氯气弥漫区大口喘气及

深呼吸，撤离过程中主要

靠憋气辅以浅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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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可引起职业性痤疮及

牙齿酸蚀症。 

一氧

化碳 

一氧化碳在血中与血

红蛋白结合而造成组

织缺氧。 
急性中毒：轻度中毒者

出现剧烈头痛、头晕、

耳鸣、心悸、恶心、呕

吐、无力，轻度至中度

意识障碍但无昏迷，血

液碳氧血红蛋白浓度

可高于 10％；中度中毒

者除上述症状外，意识

障碍表现为浅至中度

昏迷，但经抢救后恢复

且无明显并发症，血液

碳氧血红蛋白浓度可

高于 30％；重度患者出

现深度昏迷或去大脑

强直状态、休克、脑水

肿、肺水肿、严重心肌

损害、锥体系或锥体外

系损害、呼吸衰竭等，

血液碳氧血红蛋白可

高于 50％。部分患意识

障碍恢复后，约经 2～
60 天的“假愈期”，又

可能出现迟发性脑病，

以意识精神障碍、锥体

系或锥体外系损害为

主。 
慢性影响：能否造成慢

性中毒，是否对心血管

有影响，无定论。 

必须穿戴防护用品，进入

CO 浓度较高的场所时，须

戴送风式防毒面具，而且

要有专人监护。工作场所

要通风，并定期检查室内

一氧化碳浓度。贮气钢瓶

要存放在阴凉通风良好之

处，要远离火源，避免阳

光直射，在搬运中严防碰

撞。设备管道可用肥皂液

检漏。 

当一氧化碳着火时首先

要关闭钢瓶的阀门以切

断气体来源。灭火可以使

用干粉、二氧化碳、泡沫

和雾状水。当一氧化碳大

量泄漏时，要用聚乙烯罩

或尼龙软管套在泄漏部

位，把气体导入燃烧室或

煤气炉燃烧。微量泄漏

时，加强通风使其浓度在

爆炸范围以下；或者把漏

气的容器移到空旷之处，

任其在大气中漏完。 
废气的处理方法有： 
(1)用氯化亚铜等吸收液

吸收。 
(2)直接导入燃烧室或煤

气炉燃烧。 
(3) 用惰性气体稀释至

50ppm 以下，然后从安全

的地方慢慢排放。 

甲醇 

易经胃肠道、呼吸道和

皮肤吸收。 
急性中毒：表现为头

痛、眩晕、乏力、嗜睡

和轻度意识障碍等，重

者出现昏迷和癫痫样

抽搐，直至死亡。引起

呼吸系统防护：可能接触

其粉尘时，应该佩带防毒

口罩。必要时佩带防毒面

具。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 
防护服：穿工作服(防腐材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

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

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

物，禁止向泄漏物直接喷

水，更不要让水进入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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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代谢性酸中毒。甲醇可

致视神经损害，重者引

起失明。 
慢性影响：主要为神经

系统症状，有头晕、无

力、眩晕、震颤性麻痹

及视觉损害。皮肤反复

接触甲醇溶液，可引起

局部脱脂和皮炎。 

料制作)。 
手防护：戴橡皮手套。 
其它：工作后，淋浴更衣。

单独存放被毒物污染的衣

服，洗后再用。保持良好

的卫生习惯。 

容器内。用沙土、干燥石

灰或苏打灰混合，避免扬

尘，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如果大量泄漏，用塑料

布、帆布覆盖，与有关技

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

法。皮肤接触：脱去污染

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

治疗。眼睛接触：立即提

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

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吸入：脱离现场至

空气新鲜处。呼吸困难时

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

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灭火方法：泡沫、砂土、

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硫酸 

对皮肤、粘膜等组织有

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

用。蒸气或雾可引起结

膜炎、结膜水肿、角膜

混浊，以致失明；引起

呼吸道刺激，重者发生

呼吸困难和肺水肿；高

浓度引起喉痉挛或声

门水肿而窒息死亡。口

服后引起消化道烧伤

以致溃疡形成；严重者

可能有胃穿孔、腹膜

炎、肾损害、休克等。

皮肤灼伤轻者出现红

斑、重者形成溃疡，愈

后癍痕收缩影响功能。

溅入眼内可造成灼伤，

甚至角膜穿孔、全眼炎

以至失明。慢性影响：

牙齿酸蚀症、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和肺硬

化。 

1、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

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2、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

议佩戴空气呼吸器。 
3、工作时禁止进食，工作

完毕淋浴更衣。 
4、工作时必须穿防酸工作

服，佩戴防酸手套、鞋、

眼镜。 

1、泄漏污染人员迅速撤

离至安全区域，并隔离污

染区，严禁出入。 
2、应急处置人员着必要

的防护用品迅速进入泄

露污染区，切断泄露源，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进入

下水道。 
3、对泄漏污染区用沙土、

石灰覆盖或用大量水冲

洗后排入废水系统，经处

理达标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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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甲苯 

短时间内吸入较高浓

度本品表现为麻醉作

用，重症者可有躁动、

抽搐、昏迷。对眼和呼

吸道有刺激作用。直接

吸入肺内可引起吸入

性肺炎。可出现明显的

心脏损害。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

度超标时，应该佩戴自吸

过滤式防毒面罩(半面罩)。
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

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

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毒渗透工

作服。 
手防护：戴乳胶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

进食和饮水。工作毕，淋

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

习惯。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

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

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

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

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

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

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

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

就医。 
灭火方法：喷水保持火场

容器冷却。尽可能将容器

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

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

氧化碳、砂土。用水灭火

无效。 

丙烯 

主要经呼吸道侵入人

体，有麻醉作用。直接

接触液态产品可引起

冻伤。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

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

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

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

殊防护，高浓度接触时可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

服。 
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

手套。 
其他防护：工作现场严禁

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

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

监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

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

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

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

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

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

防止气体进入。合理通

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

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

水。如有可能，将漏出气

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

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漏

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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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二氧

化硫 

对眼及呼吸道粘膜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大量

吸入可引起肺水肿、喉

水肿、声带痉挛而致窒

息。液体二氧化硫可引

起皮肤及眼灼伤，溅入

眼内可立即引起角膜

浑浊，浅层细胞坏死。

严重者角膜形成瘢痕。 

1、呼吸系统防护：佩带过

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

抢救或撤离时，佩带氧气

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2、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

护眼镜。3、身体防护：穿

轻型防化服、重型防化服、

避火服、静电工作服。4、
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

5、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

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

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

工作服。作业人员应学会

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

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区作

业，须有人监护。有眼、

心脏、肺和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者不应接触本品。 

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

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

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

大泄漏时隔离 450m，严

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

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

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

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用工业覆盖层或

吸附/吸收剂盖住泄漏点

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

止气体进入。合理通风，

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

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

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用一捉捕器使

气体通过次氯酸钠溶液。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

复、检验后再用。 

环氧

乙烷 

刺激鼻子、喉咙、和呼

吸系统，抑制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如头痛、恶

心、呕吐，若暴露于高

浓度中，可发生嗜睡、

头痛、衰弱、动作不协

调和意识丧失，并可引

起眼睛轻微刺痛感。对

粘膜、皮肤有直接的刺

激作用，可引起恶心、

呕吐、腹痛，甚至肺水

肿。 

个人防护服/设备：穿戴环

氧乙烷无法渗透的化学防

护橡胶衣服，手套、靴子、

工作围裙和长手套，防止

皮肤接触。戴好化学安全

护目镜和面罩（至少 8 英

寸）。 
呼吸保护：如果浓度<=50 
ppm，戴好全面罩呼吸器，

前后安装环氧乙烷核准

罐；如果<=2000 ppm，戴

好正压供气式呼吸器，安

装有全面罩、头罩、或头

盔或套装；如果> 2000 ppm
或浓度未知，戴好正压全

面罩供气式呼吸器。对于

紧急操作或非日常操作

（清洁溢出物、反应堆槽、

或者储存罐），戴好自给

式呼吸器。 
其他：将受污染的工作服

同普通衣物分开。重新使

用前用水和洗涤剂清洗。

将环氧乙烷从鞋子上去

迅速撤离污染区人员至

安全地带，进行隔离，严

格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

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戴

防护服。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首先用蒸汽吹散稀

释，排除一切火情隐患，

置于密闭容器内，不得将

泄漏物排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以免遇

明火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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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

名称 健康危害 事故预防 应急措施 

除，并清洁个人保护设备。

丢弃任何受污染的皮衣或

皮鞋，因为皮质能够吸收

环氧乙烷，并渗透到皮肤

上。工作区域需提供紧急

洗眼装置、安全/快速淋浴

头、和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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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放射事故报告表 

放射性事故报告表 
事故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许可证号 
 许可证 

审批机关 
 

事件发生/ 

发现时间 
 发生地点  

事件 

类型 

人员受照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受污染人数 

丢失被盗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2) 

事件分级判断 特大重大较大一般 

序

号 

事故源核

素名称 

出厂活度 

（Bq） 
出厂日期 放射源编码 

事故时活度 

（Bq）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设备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电流 mA 和电压 kV） 

       

       

事故经过及

影响情况 
 

 

 

 

 

已采取的 
措施和救 
援请求 

 

 

 

 

报告人签字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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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核素仪表平面布置及可能受射线作业影响区域示意图 
 

 
注： 
1. 为核素仪表的位置 
2. 以核素仪表为中心周边 200 米范围 

聚丙烯（大 PP） 

聚乙烯 

公用 IGCC 
聚丙烯（小
PP） 

炼一溶脱 

催化汽油脱硫
吸附（S-Zorb） 

芳烃连续重整 

炼二焦炭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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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公司放射性同位素台帐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放射源台账 
序

号 核素名称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

（Bq） 
类

别 
设备名

称 源外形尺寸 工作场所 编码 标号 生产厂家 

1 镅 241－铍 9 2003.09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1#
上部 0003AM511424 03-508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2 镅 241－铍 9 1997.04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1#
中部 0097AM511434 95-245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3 镅 241－铍 9 1997.04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1#
下部 0097AM511444 95-248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4 镅 241－铍 9 2003.09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2#
上部 0003AM511454 03-507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5 镅 241－铍 9 1997.04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2#
中部 0097AM511464 95-247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6 镅 241－铍 9 1997.04 1.85×10 Ⅳ 9 料位计 25cm×25cm×25cm（方体） 炼油二联合业务团队焦化装置焦炭塔 2#
下部 0097AM511474 95-246 北京巨源华海核仪表公司 

7 铯 137 1997.05 7.4×10 Ⅴ 8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301（下） Us97cs511585 3864GK 美国 OHMART 

8 铯 137 1997.05 7.4×10 Ⅴ 8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301（下） Us97cs511545 3865GK 美国 OHMART 

9 铯 137 1997.05 7.4×10 Ⅴ 8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F301（下） Us97cs511555 3751GK 美国 OHMART 

10 铯 137 1997.05 1.85×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F301（中） Us97cs511564 3465GK 美国 OHMART 

11 铯 137 1997.05 1.85×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602 Us97cs511574 3487GK 美国 OHMART 

12 铯 137 1997.05 1.85×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602 Us97cs511594 3488GK 美国 OHMART 

13 铯 137 1997.05 1.85×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603 Us97cs511504 3486GK 美国 OHMART 

14 铯 137 1997.05 3.7×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301（上） Us97cs511484 3650GK 美国 OHMART 

15 铯 137 1997.05 3.7×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601（上） Us97cs511494 3648GK 美国 OHMART 

16 铯 137 1997.05 3.7×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601（下） Us97cs511534 3643GK 美国 OHMART 

17 铯 137 1997.05 7.4×10 Ⅳ 9 料位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聚合反应区
D501 Us97cs511524 2925GK 美国 OHMART 

18 铯 137 1997.05 1.85×10 Ⅳ 9 密度计 Ø10cm×30cm（圆柱体）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环管反应器
R201 Us97cs511514 3480GK 美国 OHMART 

19 铯 137 2009.06 1.85×10 Ⅳ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8*10mm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造粒 D802
（上） 0107 CS029764 08-561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 铯 137 2009.06 3.7×10 Ⅳ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8*10mm 聚烯烃 12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造粒 D802

（下） 0107 CS024014 07-1925 

21 铯 137 20130909 1.85×10 IV 10 料位计 Ø8*69mm 55 万吨 /年聚丙烯，R310， 2200－
LT3102 

DE13CS007364 1283-07-13 德国伯托公司 

22 铯 137 20130909 5.55×10 IV 9 料位计 Ø8*69mm 55 万吨 /年聚丙烯，R310， 2200－
LSHHH3103 

DE13CS007334 1286-07-13 德国伯托公司 

23 铯 137 20130909 1.85×10 IV 10 料位计 Ø8*9mm 55 万吨 /年聚丙烯，R320， 2200－ DE13CS007354 1837-10-13 德国伯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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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3202 

24 铯 137 20130909 5.55×10 IV 9 料位计 Ø8*9mm 55 万吨 /年聚丙烯，R320， 2200－
LSHHH3203 

DE13CS007324 1839-10-13 德国伯托公司 

25 铯 137 2008.05 7.4×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330粉末出料仓

(开关) 
US08CS005505 181/07 

Eckert＆Ziegler Isotope  
Products 26 铯 137 2008.05 7.4×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330粉末出料仓

（上） 
US08CS005475 178/07 

27 铯 137 2008.02 7.4×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330粉末出料仓

（下） 
US08CS005465 175/07 

28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331粉末脱气仓 US07CS003974 6677CN 

QSA  Global，Inc. 

29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331粉末脱气仓 US07CS003984 6678CN 
30 铯 137 2008.01 3.7×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R410聚合反应器 US08CS005444 6653CN 
31 铯 137 2008.02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R410聚合反应器 US08CS005454 3265CN 
32 铯 137 2008.01 3.7×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R420聚合反应器 US08CS005514 6742CN 
33 铯 137 2007.10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R420聚合反应器 US07CS004024 3236CN 

34 铯 137 2007.12 3.7×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430粉末出料仓

(开关) 
US07CS004015 6636CN 

35 铯 137 2008.05 7.4×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430粉末出料仓

（上） 
US08CS005485 179/07 

Eckert＆Ziegler Isotope  
Products 

36 铯 137 2008.05 7.4×10 Ⅴ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430粉末出料仓

（下） 
US08CS005495 180/07 

37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431粉末脱气仓 US07CS003994 6675CN 
QSA  Global，Inc. 38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40万吨/年聚丙烯D431粉末脱气仓 US07CS004004 6676CN 

39 铯 137 2008.03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009（中） US08CS005314 2552CN 

QSA  Global，Inc. 
40 铯 137 2008.03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309（中） US08CS005324 2560CN 
41 铯 137 2007.08 1.11×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009（下） US07CS003944 9643CM 
42 铯 137 2008.07 1.11×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309（下） US08CS005334 7264CN 

43 铯 137 23130617 3.7×10 IV 9 料位计 Ø8*10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009 高

高报开关  
0113CS004614 13CSIA0221 武汉波光源  

44 铯 137 23130617 3.7×10 IV 9 料位计 Ø8*10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脱气仓 D5309 高

高报开关  
0113CS004624 13CSIA0222 武汉波光源  

45 铯 137 2008.08 1.11×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出料仓 D4401 US08CS005404 EZ0299 

Eckert＆Ziegler Isotope  
Products 

46 铯 137 2008.04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进料器 S4336 US08CS005245 EZ0005 
47 铯 137 2008.08 1.11×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出料仓 D4406 US08CS005414 EZ0297 
48 铯 137 2008.08 1.11×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出料仓 D4106 US08CS005394 EZ0298 
49 铯 137 2008.04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进料器 S4337 US08CS005255 EZ0001 
50 铯 137 2008.04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进料器 S4338 US08CS005265 EZ0008 
51 铯 137 2007.06 1.11×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产品出料仓 D4101 US07CS003964 124/07 
52 铯 137 2008.04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进料器 S4036 US08CS005235 EZ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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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铯 137 2008.05 3.7×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储罐 D4341 US08CS005295 EZ0071 
54 铯 137 2008.05 3.7×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储罐 D4340 US08CS005285 EZ0075 
55 铯 137 2008.05 3.7×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储罐 D4342 US08CS005305 EZ0072 
56 铯 137 2008.05 3.7×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催化剂储罐 D4040 US08CS005275 EZ0074 
57 铯 137 2007.10 3.7×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反应器 R4301 US07CS003954 9886CM 

QSA  Global，Inc. 
58 铯 137 2008.04 3.7×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19mm 聚烯烃聚乙烯装置反应器 R4001 US08CS005344 9888CM 
59 铯 137 2007.08 7.4×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再生还原区 R250（上） DE07CS001704 PC590 

德国 Endress+Hauser 
公司 

60 铯 137 2007.08 7.4×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再生还原区 R250（下） DE07CS001714 PC583 
61 铯 137 2007.08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分离料斗 D252（上） DE07CS001725 PC587 
62 铯 137 2007.08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分离料斗 D252（上） DE07CS001735 PC588 
63 铯 137 2007.08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分离料斗 D252（中） DE07CS001745 PC589 
64 铯 137 2007.08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分离料斗 D252（下） DE07CS001785 PC582 
65 铯 137 2007.08 1.1×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闭锁料斗 D255（上） DE07CS001755 PC586 
66 铯 137 2007.08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闭锁料斗 D255（中） DE07CS001765 PC585 
67 铯 137 2007.08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3*2mm 芳烃联合装置闭锁料斗 D 255（下） DE07CS001775 PC584 
68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9.1*12.7mm 公用工程 IGCC 装置原料罐 D101（上） US07CS004074 3268CN 

美国 QSA  Global 69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9.1*12.7mm 公用工程 IGCC 装置原料罐 D101（下） US07CS004084 3275CN 
70 铯 137 2007.12 1.85×10 IV 10 料位计 圆柱体 Ø19.1*12.7mm 公用工程 IGCC 装置原料罐 D101（中） US07CS004094 3278CN 

71 铯 137 2009.02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6.4*16mm 炼油一溶剂脱沥青装置沥青汽提塔 C-103
（上） 

DE09CS000335 OK289 

德国 
QSA   GmbH 

72 铯 137 2009.02 3.7×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6.4*16mm 炼油一联合溶剂脱沥青装置沥青汽提塔

C-103（下） 
DE09CS000345 OK290 

73 铯 137 2009.0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6.4*16mm 炼油一联合溶剂脱沥青装置原料塔 D-101
（上） 

DE09CS000364 OK292 

74 铯 137 2009.02 1.85×10 IV 9 料位计 圆柱体 Ø6.4*16mm 炼油一联合溶剂脱沥青装置原料塔 D-101
（下） 

DE09CS000354 OK291 

75 铯 137 20140820 2.960×10 IV 9 料位计 Ø8*10mm 溶剂脱沥青装置，C-202 上 DE14CS013994 1249-08-14 德国伯托公司 

76 铯 137 20140820 2.960×10 IV 9 料位计 Ø8*10mm 溶剂脱沥青装置，C-202 下 DE14CS013984 1250-08-14 德国伯托公司 

77 铯 137 20130614 7．4×10
 

8 V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6
料斗 2401 

US13CS007615 1236CP 美国 OHMART 

78 铯 137 20130614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7
上 

US13CS007545 71802B 美国 OHMART 

79 铯 137 20130614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7
下 

US13CS007535 71803B 美国 OHMART 

80 铯 137 20130614 1.85×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9
上 

US13CS007585 2461CP 美国 OHMART 

81 铯 137 20130614 1.85×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9
中 

US13CS007575 2462CP 美国 OHMART 

82 铯 137 20130614 1.85×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9 US13CS007565 2463CP 美国 OH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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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83 铯 137 20130614 1.85×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D-106
料斗 2402 

US13CS007605 2448CP 美国 OHMART 

84 铯 137 20130614 1.85×10 V 8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联合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
D-110－2701 

US13CS007595 2452CP 美国 OHMART 

85 铯 137 20130614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联合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
D-110－2702 

US13CS007525 71804B 美国 OHMART 

86 铯 137 20130614 7．4×10 V 7 料位计 圆柱体 Ø12.7*19.1mm 炼油二联合催化汽油脱硫吸附（S-Zorb）
D-110－2703 

US13CS007555 71810B 美国 OH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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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灾害类型：台风、汛情、强对流天气等突发自然灾害。 

次生、衍生的事件类型：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坍塌等。 

公司地处福建沿海地区，每年 4 月至 10 月，极易受到台风、暴雨等灾

害性天气的侵害。这些灾害性天气易对公司的生产设施、电力设施、港口

设施、设备仪器、环保设施等产生危害。容易造成库区、长输管廊坍塌等

危害，扰乱正常生产秩序，严重时可能导致公司大面积停电，继而引发装

置大面积停工的恶性事故。属于自然灾害事件。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第一种预测：台风及暴雨灾害性天气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设施、

电力设施、设备仪表造成破坏，生产装置停工或其他生产事故、晃电或停

电事故。 

（2）第二种预测：台风及暴雨可能会造成生产、使用、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场所和仓库泄露，造成人员伤亡，财产的损失。 

（3）第三种预测：暴雨可能会导致雨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的措施，造

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4）第四种预测：风暴潮可能会破坏港口设施及防洪海堤、破坏环保

设施造成环保污染事故、更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等事故，造成严重的恶劣

后果。 

1.3 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由于石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腐

蚀泄露、低温且有毒有害等特点，并伴随着生产工艺复杂，连续性生产等

因素，所以对供电系统的可靠性要求极高。一旦因为台风发生“晃电”现

象，易引起电动机控制回路中的交流接触器释放，电动机停止运行，软起

动器和变频器停机，机泵跳闸停机引发重要机组联锁停机，导致各生产装

置紧急停车，对整个石化企业的连续生产造成了极大危害，不仅会引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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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损坏、大批物料泄漏、放空及报废，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

时甚至会引起泄露、中毒、火灾、爆炸甚至人员伤亡等重大恶性事故，对

石化企业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 

（2）因暴雨使一些暴露在外的电线或由于电线的老化或接线处的接触

不良，造成短路，漏电，导致线路短路，漏电引发厂区内起火，引发爆炸

造成连锁反应。 

（3）台风带来的暴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由其造成的洪水频率高，

强度大，波及范围广。台风影响期间持续的强降雨，容易使室外设备（特

别是电气、热工设备）进水，造成设备误动、误跳。另外，强降雨可能引

发道路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建筑物、设备设施、天然气管道构成威胁，对

交通、通讯造成破坏，也可能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1.4 事件分级 

台风及暴雨预警信号的预警均分为四个级别，此四个级别按危害性质

从轻到重的顺序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各级别对应的台风和暴雨情

况。 

1.4.1 台风预警信号 

（1）台风蓝色预警信号：24 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

达 6 级以上，或阵风 7 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6～

7 级，或阵风 7～8 级并可能持续。 

（2）台风黄色预警信号：24 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

达 8 级以上，或阵风 9 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8～

9 级，或阵风 9～10 级并可能持续。 

（3）台风橙色预警信号：12 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

达 10 级以上，或阵风 11 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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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级，或阵风 11～12 级并可能持续。 

（4）台风红色预警信号：6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

均风力可达 12 级以上，或者已达 12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1.4.2 暴雨预警信号 

    

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1）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

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2）暴雨黄色预警信号—6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4）暴雨红色预警信号—3 小时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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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照公

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建立生产处

置小组、消防气防小组、安保管理小组、医疗救护小组、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环境监控小组、应急物资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和对外联络

小组，配合消防气防救援队伍与团队具体开展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此外，针对台风洪汛灾害影响范围较大的特点，公司还成立 9 个应急

突击队，负责现场应急抢险救灾。在每次台风登陆的“防台防汛”周期工

作中，各突击队长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各突击队队长接到应急

指挥中心的指令后，应立即组织突击队迅速到位开展工作；在抢险工作实

施中，要服从应急指挥中心的指挥，随时补充“防台防汛”突击人员。 

第一突击队：由生产部厂区各业务团队 25～30 人组成，生产部领导任

突击队长，各业务团队经理安排各自的人员做好属管装置的生产应急工作，

特殊情况下由生产部领导统一调度。 

第二突击队：由消防队组织应急气防、消防人员组成，根据事件等级

和实际需要增加成员，HSE 消防经理任突击队长。 

第三突击队：由 HSE 部保安组织 15～20 人组成，HSE 部领导任突击

队长，负责抢险和专业警戒工作。 

第四突击队：由机械设备部项目管理组织 10～15 人组成，机械设备部

项目管理副总经理任突击队长，参加集中抢险，并组织专人检查指导在公

司的施工单位的“防台防汛”工作。 

第五突击队：由机械设备部各专业工种人员 15～20 人组成，检修团队

集中 2－3 台抢修、起重车辆，参加公司检修专业内的集中抢险工作。钳工、

电气、自控团队组成专业小分队：负责专业内的抢险工作。机械设备部一

名领导任突击队长。 

第六突击队：由生产部码头业务团队组织 15～20 人组成，负责码头储

运系统范围内的“防台防汛”工作，码头业务团队一名领导任突击队长。 

第七突击队：由供应流通部和瑞晟公司组织 15～20 人组成，负责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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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区域内的“防台防汛”工作和集中抢险工作的物资供应任务，供应流通

部一名领导任突击队长。 

第八突击队：由人力资源行政部协调瑞晟公司及车辆运输承运商，集

中 8～10 台客、货、起重车辆，随时开动，负责集中抢险的人员、物资运

送工作，瑞晟公司一名领导担任突击队长。 

第九突击队：由人力资源部协调福源公司，组织 20～30 人对各区域杂

物进行清理，负责“防台防汛”生活物资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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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预报 

台风、暴雨的预报主要是依据气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急指挥部发布的

台风、暴雨警报。当得到台风、暴雨预警信息时，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

调度室）应及时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通知各部门及各团队做好应

急准备。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持续跟踪台风、暴雨的预报信

息并及时滚动更新预警信息，传递到相关人员。 

公司根据“四级预警”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蓝色预警：密切关注台风、暴雨信息；疏通排水、排洪系统；紧固易

被风吹动物件；做好船舶避风准备。 

黄色预警：全厂进入防台风、暴雨状态；停止高空、泊位装船及陆地

装车等户外作业；船舶进港避风；疏通排雨水系统。 

橙、红色预警：公司各单位加强值班力度，密切监视灾情，应急人员

进入待命状态。 

3.2 预警行动 

（1）当确定公司可能受到台风、暴雨袭击时，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预

警级别（见 1.4.1）决定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各单位接令后迅速将消息传达到本单位“防台防汛”领导小组成

员和相关人员，要求有关人员通讯要保持畅通，便于联络。 

（3）各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的“防台防汛”应急准备程序，对照本单

位和公司的“防台防汛”事故应急预案，对值班人员、作业人员、保运、

抢险有关人员、抢险物资的准备情况，以及抢险设备、抢险车辆的完好情

况进行检查，同时研究工艺路线、生产负荷的合理性。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汇报、及时整改。 

（4）供应流通部检查“防台防汛”抢险物资及生产常用配件的库存情

况，完成物资保障准备工作，相关库房管理人员值班到位，应急抢险人员

在指定的地点待命。 

（5）机械设备部项目管理负责组织做好在建新、改扩建装置区域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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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防台防汛”检查、加固工作，安排施工单位落实应急抢险防范措施。 

（6）技术与规划部 IS 团队做好通讯线路的检查，特别是调度电话及对

讲机信号差转台，必须处于完好状态。加强通讯和信息数据管理人员的值

班，对通讯设施进行 24 小时维护，确保通信的畅通。 

（7）生产部总调随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汇报台风、暴雨的发展

情况。总调要检查产品、物料的合理库存，特别是要保证轻重污油、加氢

料有一定罐容，保证重整精制油有足够库存。根据应急中心指挥部的指示，

发布人员、车辆、物资集结的指令，接令后抢险突击队、设备抢修队、抢

险车辆、物资必须在半小时内在指定地点集结参加抢险。 

（8）HSE 部监督检查各单位灾害性天气来临前的安全环保准备工作。 

（9）机械设备部安排落实好清污清淤队伍，接到应急指挥中心的抢险

通知后，立即组织开展清污清淤工作。 

（10）人力资源与行政部协调福源公司，落实餐饮等后勤保障工作。 

（11）生产加工业务团队：做好预防检查工作，及时联系处理存在的

设备问题、电气、仪表问题；完成地面雨水排泄流向准备及地沟地漏杂物

清理工作；随时准备处理停电事故，安排好本单位抢险人员和应急实施方

案；完成对高空存放杂物的清理。重整装置检查本装置高压瓦斯补拔头油

设施的完好情况，要做到能随时投用。污水汽提装置要将污水库存降至低

位。 

（12）公用工程业务团队（水气）：提前完成污水罐及污水池液位的调

整和设备、仪表、电气问题的处理；做好接放水工作，加强来水系统的巡

检，防止污油污水冒井，安排好抢险人员和应急实施方案；加强对雨排系

统、雨水出厂后路（包括至施厝方向）、排洪倒挂墙的检查，派人对公司周

围主要干道的排洪情况进行检查及杂物清理，提前安排对雨排监控池的水

质分析，确保台风暴雨时，全厂雨水后路的畅通和不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供水系统加强对净化站、循环水场的检查并处理好存在的问题；净化水蓄

水池水位保持在 75～85％，排水装置要将污水库存拉至低位。供风系统完

成空压站的设备、仪表、电气问题的处理，保证正常供风，安排好抢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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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应急实施方案。 

（13）公用工程业务团队、炼油 2 业务团队加强对纯氧显示画面监视，

及时与福林气体公司操作和运行管理人员衔接，消除运行中的异常情况；

总调调度随时了解和协调福炼林德的运行衔接工作。 

（14）公用工程业务团队：做好锅炉、水处理的运行设备维护；要检

查锅炉系统补烧燃料油的完好情况，要检查停运的减温减压器情况，做到

处于备用状态。检查备用锅炉处于完好备用状态，确保非正常情况下蒸汽

能充足供应。 

（15）储运业务团队：做好预防检查工作，落实罐区、泵房及外浮顶

罐排洪措施，检查贮罐安全防护设施；落实设备问题处理、抢险人员安排

和应急实施方案。根据安全生产要求（台风、暴雨黄色预警信息发布前），

在确保装车作业平稳的前提下完成装运计划。要检查液态烃补入高压瓦斯

的应急准备情况，检查火炬电打火、长明灯、配汽设施的完好情况。 

（16）码头业务团队：根据台风警报一、二、三级防御方案，完成泊

位安全检查和装卸设备的固定工作；分别实施停止靠船、装船作业和撤离

前沿泊位船只和作业人员，提前安排船队离港避风，同时通知运油船舶离

港避风；检查消防系统备用状况，安排好抢险人员和应急实施方案。 

（17）电气运行和电气维修模块：加强对总变、分变和背压机组的检

查并处理存在的问题；检查有关的关键线路，做好随时停电处理的应急准

备，并协助钳工完成中控室备用发电机的试运、检修，保证随时可以投入

运行。安排好抢险人员和应急实施方案。 

（18）仪表和 DCS 模块：完成各生产团队控制仪表的检查，尤其是生

产中控室的 DCS 系统的预防性检查维护；安排好抢险人员和应急实施方案。 

（19）综合维修/支持模块：检查抢险设备的完好情况，人员组织完毕，

处于待命状态，准备随时听候调遣。 

（20）消防支队：检查各系统消防设施及消防车完好情况，检查消防

道路畅通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并落实战斗方案。 

（21）FREP 车辆运输承运商（HR 负责协调）：接到应急指挥中心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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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后，安排两台以上大客车接泉州及泉港两地的生产和抢险突击人员进

厂。泉州上车地点：泉州办公大楼后面。 

泉港生活区上车点：分南北两路。南路：新区门口、南区门口、中门、

北门。北路：液化气站门口、公园门口、福源公司门口、中门、北门。行

车终点为新区中控 CCR2 及公司办公楼前，循环往返至泉港生活区发车点

接人。 

3.3 预警解除 

当政府应急指挥部门宣布预警信号解除或台风、暴雨已过去，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宣布预警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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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按图 4.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报告。 

 

4.2 信息报告内容 

（1）灾害事件发生后，信息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单位名称、发生时间、受灾中心位置、受灾面积； 

②人员伤亡（失踪）情况；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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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事件简要情况； 

④已采取的措施。 

（2）在处置过程中，所属单位应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并随时、准确无

误地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人员疏散、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②当前台风、洪汛灾害情况； 

③装置设施被破坏情况； 

④建（构）筑物被破坏情况； 

⑤道路交通管制情况； 

⑥有无泄漏、环境污染等次生事故发生； 

⑦现场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应急人员、应急设备和器材到位情况； 

⑧已采取的措施和救援请求。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气防

119，医疗救护（87）789120，其它详见附件 1。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

火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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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按照台风、暴雨的预警级别和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以及现有

应急资源和能力，公司将响应级别分为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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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风暴雨预警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分级 响应级别 措施 

红色预警 
台风：6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2 级以上，或者阵风

达 14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一级 

公司各单位加强值班力

度，密切监视灾情，应急

人员进入待命状态。 
橙色预警 
台风：12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10 级以上，或者阵风

12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暴雨：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黄色预警 
台风：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8 级以上，或者阵风

10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暴雨：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二级 

全厂进入防台风、暴雨状

态；停止高空、泊位装船

及陆地装车等户外作业；

船舶进港避风；疏通排雨

水系统。 

蓝色预警 
台风：24 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 6 级以上，或者阵风 8
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暴雨：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三级 

密切关注台风、暴雨信

息；疏通排水、排洪系统；

紧固易被风吹动物件；做

好船舶避风准备。 

 

4.4.2 应急响应程序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当发生Ⅳ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三级响应： 

（1）发生“防台防汛”事故的团队及时向应急指挥办公室汇报事故的

情况，组织开展先期处置。 

（2）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

知相关人员；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实施应急救援。密切关注及时掌，握事态

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在需要的情况下派有关人员和专家赶赴事故现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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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救援。通知有关人员和专家做好应急准备。 

（3）应急指挥办公室根据事态发展和现场急救情况做出解除三级响应

状态或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当发生Ⅲ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二级响应： 

（1）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通过应急短信平

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关人员。 

（2）组织专家咨询，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方案，提出相关预案、专

家、队伍、装备等信息。 

（3）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4）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

工作。 

（5）调动有关队伍、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

场救援。 

（6）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

报告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当发生Ⅰ、Ⅱ级事故时，本预案启动一级响应： 

（1）指挥中心及时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事故情况。 

（2）若需要，可向福建省或中石化的应急专家组请求支援。专家组成

员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组成新的专家队伍，提出事故救援协调指挥

方案，提出相关预案、专家、队伍、装备等信息。 

（3）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4）通知有关部门（包括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

物资、资金和环保等支援工作。 

（5）调动有关队伍（包括协议救援队伍）、专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

部门的专家）参加现场救援。调动有关装备、物资（包括社会救援资源）

支援现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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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1）抗台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各部门、团队/模块及突击队应立即进

入备战状态，加强夜间（或节假日）的值班力量，值班人员必须包括一位

部门、团队/模块的负责人。各部门、团队/模块按照抗台防汛的职责分工安

排人员到各现场查看实际情况并向指挥中心汇报。抗台防汛期间，应急抢

险队伍、突击队、专家组在生活区待命，随时准备进厂支援。 

（2）当生产受到影响，应急中心指挥办公室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较准

确的判断并按响应级别调动各支援队伍。 

（3）抗台防汛期间，若发生局部晃电、停电、设备故障造成装置生产

异常或停工、泄漏、着火等突发性事件时，应按照公司相应的专项应急预

案和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实施应急处置。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

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引发事故的自然灾害的不同而采取不同

的处置措施： 

①生产装置、储运设施等火灾、爆炸（包括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详见《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②事故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的处置措施 

详见《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③事故造成厂区供电问题 

详见《供电系统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④事故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 

详见《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⑤事故造成海上溢油的处置措施 

详见《海上溢油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⑥事故造成水体环境污染的处置措施 

详见《水体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4）抗台防汛期间，雨水系统的处置和环保风险管控 

①暴雨时，老厂区各装置的雨水系统必须实行清污分流，公用工程业

务团队安排人员将老厂区雨水分流至排洪沟，不得进入 2#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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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暴雨时，雨排应立即安排加做 COD 分析，若出现来水量太大，雨排

存在冒池风险时，可以考虑应急直排，此时应采取措施保证无肉眼可见的

油花被带出。 

③暴雨时，若出现雨排系统液位上涨过快，存在着装置区雨水井冒井

风险时，应及时采取措施，联系 HSE 消防进行应急抽水，降低雨排系统液

位。 

④厂区排洪沟或雨排系统带油，需尽快查明带油原因，及时进行应急

处置，公用工程业务团队第一时间联系 HSE 部消防支队增设围油栏，并用

抽水设备进行应急抽水，同时联系福源公司进行收油。 

（5）抗台防汛期间，若出现浮油被带出厂外，应急指挥中心及时发布

环保事件应急响应，具体处置有： 

①对外联络小组接到应急信息通知后，立即与地方政府环保部门进行

联系，告知事件详情，同时配合地方政府部门做好社区群众的沟通工作。 

②生产部总调安排公用工程团队及其他业务团队对浮油源头进行排查，

从源头管控浮油的产生。 

③公用工程团队联合 HSE 部消防支队、福源公司采取措施，对厂内外

的浮油进行拦截、回收，避免更多浮油被带出厂外，从而造成环保事件的

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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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1）当台风登陆后，台风及暴雨预警信息均已解除，确认登陆台风及

雨情不会再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确认没有地质灾害或其它次生灾害

的发生后，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发布解除抗台防汛应急响应通知。 

（2）当台风、暴雨引发的危害及其造成的次生事故得以控制，且消除

了事故隐患后，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批准，

对应的应急响应予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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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台风、暴雨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报

地方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应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

司《事故管理标准》开展事故调查，若需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

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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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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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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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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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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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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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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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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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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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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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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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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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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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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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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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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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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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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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028) 
郭燕清/15880900939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5 个 
储

运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9 

业

务

团

队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0

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TLF12.001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6  豪泺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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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ZZ1256M4346F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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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SY6521KSB 型）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队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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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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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OWOO-Y-C

N-OO） 

2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

3 台 

S））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 6 台 S/CO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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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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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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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手提式9kg）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
2瓶 

灭火器

（3kg）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
152瓶 

灭火器

（3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020瓶 

灭火器

（3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4瓶 

灭火器

（5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56瓶 

灭火器

（5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59瓶 

灭火器

（7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98瓶 

灭火器

（7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
22瓶 

灭火器

（24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推车式CO2
21瓶 

灭火器

（24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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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宽 1.2M,厚 8MM 的

玻璃纤维）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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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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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40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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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信息系统事件是指突发服务器瘫痪、局域网事故、行政通讯系统事件、

程控交换机瘫痪、调度机瘫痪、无线系统瘫痪、通讯障碍等事件、灾害类

突发事故等。 

（1）服务器瘫痪事件包括计算机病毒入侵、攻击、软件系统遭破坏、

数据库系统奔溃、服务器设备损坏、停电等因素导致服务器故障。 

（2）局域网事故包括公司局域网整体网络瘫痪、分支节点网络瘫痪、

连接互联网中断、连接专网网络中断、局域网内网络病毒攻击、局域网停

电、公司互联网网站被攻击、局域网被攻击等突发事故。 

（3）行政通讯系统事件包括停电导致通讯系统事件、通讯系统设备故

障、生产调度机故障等突发事故。 

（4）灾害类突发事故包括由于不可抗力对网络与信息系统造成物理破

坏而导致的信息系统突发事故。灾害类事故包括水灾、台风、冰灾、火灾、

雷击、地震、坍塌、恐怖袭击、等导致的信息系统突发事故。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各类信息系统事件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导致用户出现长时间业务中断，

且影响范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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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组成，详见图 2.1。具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生产处置小组
消防气防小组
安保管理小组
医疗救护小组
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
环境监控小组 图示:

应急物资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后勤保障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对外联络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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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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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公司信息系统团队负责网络信息系统的监控，通过系统备份、安装和

及时升级病毒防护软件等手段，确保公司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信

息系统和通讯系统使用者应定时检查自己所使用的设备，发现问题立即向

信息系统团队申告，信息系统团队接到故障申告后及时维修，随时保障系

统和设备的有效性。信息系统团队采取的监控和预防措施有： 

（1）每周通过病毒防护系统、入侵防御系统、防火墙等，查看公司计

算机是否被大面积攻击或感染，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并报告。 

（2）每周查阅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的病毒危害信息，提

前做好预防。 

（3）每季度查阅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安全与更新公告，提前做

好预防。 

3.2 预警行动 

当信息系统团队收到信息系统事件预报信息后，信息系统团队启动本

专项应急预案，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1）发布信息系统事故预警信息，通知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和相关部门

做好应急响应准备。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发生了何种计算机病毒攻击和

感染、该病毒的危害性、可采取的措施，程控交换机、调度机以及无线通

讯系统瘫痪等内容，让相关人员作好应急准备。发布方式：通过公司信息

门户平台、内部邮件或电话告知。 

（2）信息系统团队加强网络系统监控，切断被计算机病毒感染区域的

网络，技术人员对被感染的计算机进行定位、查杀病毒、安装补丁修复，

紧急维修程控交换机、调度机以及无线通讯系统。 

3.3 预警解除 

当外部信息通知预警解除后，信息系统团队通过网络或通知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发布预警解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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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1）发生信息系统事件时，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应迅速将事故发

生的地点、性质等情况及时报告当班班长或岗位的主管。 

（2）当班班长或主管人员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将事故情况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24 小时值班电话：23042、789148）及团队领导汇

报，并根据相应的事故预案组织应急处置。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 A、向相关部门

和团队发出启动应急响应指令；B、立即将信息系统故障情况告知所对应的

信息系统团队经理(IS、DCS)，由信息系统团队经理负责安排技术人员进行

紧急抢修。 

（4）发生火灾事故时，发现人立即利用火警直通电话或利用行政电话

向消防队报火警（电话：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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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信息系统事件报告时，应详细报告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时，应详细说明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单位、原因、事

件性质、危害程度、范围等； 

（2）报警人员真实姓名，单位； 

（3）事故现状和其他相关情况；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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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采取的措施，处理效果。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1）发生信息系统事件时，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电话报告当班班

长或岗位主管。 

（2）当班班长或主管人员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将事故情况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24 小时值班电话：23042、789148）及团队领导汇

报。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将信息系统故障

情况告知所对应的信息系统团队经理（IS、DCS）。 

（4）发生火灾事故时，发现人立即利用火警直通电话或利用行政电话

向消防队报火警（电话：119）。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信息系统事件类型、事故的可能后果，将信息系统事件分为Ⅱ级、

Ⅲ级，对应的响应级别为二级、三级。其中二级响应级别最高，需要机械

设备部、ERP 系统、LIMS 系统、供应部门、HR 等部门参与应急；三级响

应级别最低，仅需要信息系统团队和协议单位参与应急，计算机设备、通

讯设备保管者配合。 

表 4.1  信息系统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信息系统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机房停电或机房制

冷系统停运。 二级 需要多部门参与应

急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 
①发生大面积的计算机病毒感染，动用业务团队

与协议单位切断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的网络，并

能及时查杀病毒和修复被感染的计算机； 
②发生程控交换机、调度机以及无线通讯系统瘫

痪动用业务团队与协议单位紧急抢修。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队和

协议单位参与应

急，计算机设备、

通讯设备保管者配

合。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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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 

三级应急响应由信息系统团队组织处理，信息系统团队在事发第一时

间组织团队应急人员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事态，切断被

计算机病毒感染区域的网络，技术人员对被感染的计算机进行定位、查杀

病毒、安装补丁修复，并短信通知相关部门人员。 

短信通知内容包括： 

（1）事件原因、性质、危害程度、范围； 

（2）事故现状和其他相关情况； 

（3）已采取的措施，处理效果。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信息系统团队在停电后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监控机

房 UPS 电源运行情况，通知机械设备部组织专业队伍抢修； 

（2）信息系统团队在空调制冷停运后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

打开机房门窗，通风制冷，通知机械设备部组织专业队伍抢修。 

（3）信息系统团队同时通知其他部门共同参与应急处置，并短信通知

相关部门人员。 

短信通知内容包括： 

（1）事件原因、性质、危害程度、范围； 

（2）事故现状和其他相关情况； 

（3）已采取的措施，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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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严格执行维护规程有关障碍处理规定，进行障碍处理，直至完全

排除故障。 

（2）严格执行故障上报制度。联合石化信息系统因设备、技术等原因

24 小时内无法排除障碍的，需立即上报。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业务领导关系确定调度指挥。各部门要

密切协作配合，必要时提供备件、人员支持。故障处理过程中，凡抢修小

组成员必须服从主管和抢修领导小组的指挥调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和

延误。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信息系统故障应急行动 

（1）当计算机服务器、数据库发生故障时，基础设施服务服务器岗位

人员、基础设施服务数据团队岗位人员应迅速赶到服务器机房，检查排除

故障，恢复服务器、数据库的正常运行。 

（2）当网络系统发生故障时，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岗位人员应迅速赶到

事故的现场，对事故的原因迅速做出判断并迅速进行抢修。 

（3）当公司程控交换机发生事故时，经理、主管、工程师、通讯技工

赶到厂区程控机房。各岗位人员须明确自己的职责，听从主管的调度指挥，

迅速起用应急处理预案，按照先里后外的原则进行，在没有查清事故的情

况下，除总调、119 的电话外，对其他电话可暂缓接听。将公司主要岗位的

对外联络电话调通。 

（4）当调度机发生事故时，主管、工程师赶到调度机房，在调度机没

有恢复之前，临时增加调度室的行政电话，同时请调度室通知各生产岗位

目前和调度的通讯方式，以确保安全生产的需要。 

（5）当火警调度机发生事故时，主管、工程师赶到消防总机机房，一

边抢修火警调度机，一边保证“119”火灾报警拨号电话的畅通。 

（6）当防爆无线对讲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维修技术人员应迅速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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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检查排除故障。一边抢修防爆无线对讲系统，一边通知各有关

部门临时通讯指挥方式。 

（7）在节假日、夜间发生事故时，接到故障申告以后，由各岗位主管

组织协调技术抢修人员进厂抢修，节假日、夜间进厂抢修人员的乘车地点

设为两个点：福源公司门口和中门。 

（8）各岗位值班人员负责事故紧急处理工作，以及本单位与其他单位

的工作联系与协调，并随时向团队主任转达上级的最新指示和处理方案。 

（9）发生事故时各岗位在家人员必须保证随叫随到。团队各岗位技术

人员节假日离开公司时需要向团队经理备案，并留下通讯联络方式。 

5.2.2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 

（1）机房发生火灾事故时，最关键和最主要的是值班人员的正确判断

和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值班人员需要保持沉着、冷

静，做到正确判断、果断处理，听从统一指挥，密切配合，首先做到不使

事故扩大蔓延，然后做好善后处理和设备的恢复工作。 

（2）当火灾事故发生时，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应立即拨打 119 报警，

并及时报告调度和有关单位。 

（3）迅速切断电源，利用配备的灭火器材进行灭火，控制火势。 

（4）严禁使用水灭火和冷却。 

（5）阻断或隔离燃烧物，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7）HSE 部及时赶到现场，安排武警保护现场。 

（8）HSE 部负责与油城公安分局联系报案。 

（9）即启动无线电通讯预案，确保安全生产。 

5.2.3 地震应急处置 

（1）当破坏性地震危及团队安全生产或造成设备破坏时应立即向团队

领导、总调汇报。 

（2）立即启动无线电通讯预案，确保安全生产。 

（3）各岗位根据地震对生产或设备造成的影响（如：停电或火灾等）

时，应确保程控交换机、网络交换机、服务器的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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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队各主管根据各自分管工作组织员工实施应急处理程序。 

5.2.4 服务器故障应急处置 

（1）入侵及攻击事件紧急处置措施 

①当有关值班人员发现服务器运行不正常，或通过入侵防御系统发现

有黑客正在进行攻击时，应立即向基础设施服务人员通报情况； 

②主管应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并首先将被攻击的服务器等设

备从网络中隔离出来，保护现场，并将有关情况向信息系统团队经理汇报； 

③对现场进行分析，并写出分析报告存档，必要时上报主管部门； 

④恢复与重建被攻击或破坏系统，如果系统无法重建应立即向有关厂

商请求紧急支援。 

（2）病毒事件紧急处置措施 

①当发现有服务器被感染病毒后，应立即向主管报告，将该机与网络

隔离开来； 

②主管及相关技术人员在接到通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③对该设备的硬盘进行数据备份； 

④启用反病毒软件对该机进行杀毒处理，同时通过病毒检测软件对其

他机器进行病毒扫描和清除工作； 

⑤如果现行反病毒软件无法清除该病毒，应立即向主管报告，并迅速

联系有关产品商研究解决； 

⑥如果感染病毒的设备是主服务器，经信息系统团队经理同意，应立

即告知各相关单位做好相应的清查工作； 

（3）软件系统遭破坏性攻击的紧急处置措施 

①重要的软件系统平时必须存有备份，与软件系统相对应的数据必须

按备份规定的间隔按时进行备份，并将它们保存于团队和灾备中心； 

②一旦软件遭到破坏性攻击，应立即向主管报告，并将该系统停止运

行，同时通告开发主管； 

③检查信息系统的日志等资料，确定攻击来源，并将有关情况向团队

领导汇报，再恢复软件系统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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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库安全紧急处置措施 

①数据库系统应按要求定期备份，至少要准备两个以上数据库备份，

平时一个备份放在机房，另一个备份放在灾备中心； 

②一旦数据库崩溃，数据库技术人员应立即启动备用系统，并向主管

汇报； 

③在备用系统运行期间；服务器技术人员应对主机系统进行维修，数

据中心技术人员进行数据恢复； 

④如果系统崩溃而无法恢复，应立即向有关厂商请求紧急支援。 

（5）设备安全紧急处置措施 

①服务器等关键设备损坏后，值班人员应立即向主管报告； 

②服务器技术人员立即查明原因； 

③如果能够自行恢复，应立即用备件替换受损部件； 

④如属不能自行恢复的，立即与设备提供商联系，请求派维护人员前

来维修； 

⑤如果设备一时不能修复，应向信息系统团队经理汇报； 

（6）停电情况下的紧急处置措施 

①如果供给 UPS 的电源停电时，需紧急备份关系数据库，正常停止数

据库，再关闭服务器系统并关机，直到电源正常再开机； 

②如果出现突然停电，导致服务器不正常关机时，值班人员应立即通

知基础设施服务技术人员，并与电气车间联系； 

③恢复供电，电源正常后，立即启动服务器，如无法正常启动，应认

真检查原因，如属硬件损坏，立即与设备提供商联系，请求派维护人员前

来维修； 

④如果设备一时不能恢复，应向团队经理汇报。 

5.2.5 公司局域网事故应急处置 
（1）公司局域网整体网络瘫痪事故处理 

①发生紧急事故后应用连接控制台的串口控制线分别连接两台核心交

换机，并登录交换机，查看核心交换机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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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确定为物理损坏后，关闭核心交换机电源，将瘫痪交换机上的交换

端口模块拔下，插入另一台未损坏的核心交换机上，重新开启未损坏交换

机。确定交换机启动完成后，导入备份参数设置，并通过控制台添加新的

参数设置，保存和启动设置。确认修复后的网络运行状况。损坏的交换机

交由厂家提供维修服务； 

③确定为软件损坏后，则通过控制端口初始化管理模块，导入控制系

统软件、配置参数。如无法修复，则按物理损坏处理； 

（2）公司局域网分支节点网络瘫痪事故处理 

①发生紧急事故后应用连接控制台的串口控制线连接网络交换机，并

登录交换机，查看分支节点网络工作状态； 

②确定为分支节点网络设备损坏，则将备用交换机设置为该分支节点

交换机工作模式，并将损坏交换机更换。损坏的交换机带回机房检查损坏

原因，如在保修期内则送修； 

③确定为分支节点网络连接介质损坏，如为楼宇内连接介质，则直接

更换连接线路；如为楼宇间连接介质，则将备用无线网络设备设置为该分

支节点工作模式，启动备用无线链路，恢复网络连接。随后查找连接介质

损坏点，维修或重新敷设线路。修复完成后，将连接介质从无线切换回有

线，使无线网络设备处于备用状态； 

④确定为核心交换机端口损坏，则将主交换机上同类型备用端口设置

为该分支节点网络的工作状态，并将线路连接该端口； 

⑤确定为分支节点网络设备停电，需到现场判断停电原因，并通知供

电车间协助恢复网络设备供电。 

（3）公司局域网连接互联网中断事故应急处置 

①公司局域网连接互联网中断后，应判断故障点； 

②确定为电信原因造成网络中断，则通知电信相关部门恢复网络连接； 

③确定为网络连接介质损坏，则迅速重新布线，恢复网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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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确定为防火墙故障，应检查硬件是否运行正常，如硬件损坏应通知

服务商提供新的防火墙顶替已损坏防火墙，其后维修损坏的防火墙，修复

后再重新投入使用；如为防火墙内置软件损坏，则通过防火墙控制口重置

防火墙，并导入配置文件，恢复运行状态； 

⑤确定为代理服务器故障，应检查相关硬件和控制台是否运行正常，

如硬件损坏应通知服务商提供新的代理服务器顶替已损坏代理服务器，其

后维修损坏的代理服务器，修复后再重新投入使用；如为代理服务器内置

软件损坏，则通过代理服务器控制口重置代理服务器，并导入配置文件，

恢复运行状态；如为系统死机，则记录相关系统状态并形成报告，重启相

应设备，最后将死机报告提交服务商，查找死机原因。 

（4）公司局域网连接专网网络中断事故应急处置 

①公司局域网连接专网网络中断后，应判断故障点； 

②确定为电信原因造成网络中断，则通知电信相关部门恢复网络连接； 

③确定为网络连接介质损坏，则迅速重新布线，恢复网络状态； 

④确定为防火墙故障，应检查硬件是否运行正常，如硬件损坏应通知

服务商先提供新的防火墙顶替已损坏防火墙，其间维修损坏的防火墙，修

复后再重新投入使用；如为防火墙内置软件损坏，则通过防火墙控制口重

置防火墙，并导入配置文件，恢复运行状态。 

（5）公司局域网内网络病毒攻击事故应急处置 

①发生公司局域网内网络病毒攻击事件，应在网络管理工作站上启动

捕捉数据包软件，捕捉各个网段中的数据包，寻找病毒源； 

②确定病毒源后，在交换机上设置访问控制列表 ACL，通过 ACL 缩小

病毒源影响范围，恢复网络正常运行； 

③用杀毒软件对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进行清除操作。 

（6）公司局域网停电事故应急处置 

①发生停电事故后，因 UPS 供电时间有限，应紧急备份设备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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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操作完成后关闭网络设备电源； 

②恢复供电后，开启电源开关，并检查配置文件，如配置文件不正常，

则导入正确的配置文件。 

（7）公司互联网站被攻击事故处理预案 

①发生公司互联网站被攻击事件后，应首先从物理上中断网站和网络

的连接，判断攻击深度； 

②确定网站被攻击类型，如为针对系统或网站的病毒或木马形式的攻

击，则清除木马和病毒，并修补相应漏洞；如为针对网站的黑客攻击，应

利用备份重置网站，并修补系统和网站漏洞； 

③确认病毒和木马已全部清除，网站漏洞以修补完成，则启动网站相

关联的服务，将网站重新接入网络，恢复网站运行。 

（8）公司局域网被攻击事故应急处置 

①发生公司局域网被攻击事故，应启动网管平台进行分析，并查看相

应的各类系统日志，确定攻击来源、攻击深度和攻击影响范围； 

②攻击来自局域网，通过捕包软件和系统记录确定攻击源，找到该 PC

机和实施攻击人员，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给予相关人员以处罚。根据其攻击

行为维修补系统漏洞； 

③攻击来源来自互联网，则通知国家网络安全管理部门，并中断公司

局域网与互联网的物理连接，检查各个应用子系统，确定攻击范围，修正

攻击所造成的数据破坏。最后根据攻击行为修补系统和应用漏洞，恢复系

统运行； 

④攻击来源来自其他外部网连接，则立即中断相关网络的物理连接，

并通知相关网络安全管理部门。检查各个应用子系统，确定攻击范围，修

正攻击所造成的数据破坏。最后根据攻击行为修补系统和应用漏洞，恢复

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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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行政通讯系统事件应急处置 

（1）停电通讯系统事件应急处置 

①接到申告维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检查通讯设备是否有 220V 的工作

电压，检查电源开关柜、电池是否有 48V 直流电压输出； 

②若无 220V 工作电压，维护人员立即与电气维修团队联系要求恢复送

电，不能立即恢复的必须问清停电原因以及大概恢复送电时间； 

③若无-48V 直流电压输出，维护人员立即检查电源开关柜、电池，排

除故障恢复送电，不能立即恢复的必须查清故障点以及大概恢复送电时间； 

④向通讯高管、团队经理以及公司总调汇报通讯系统事故原因及系统

恢复时间； 

⑤行政通讯系统出现系统故障时，应先临时将其它有线、无线辅助通

讯系统作为生产指挥的主要工具进行生产指挥； 

⑥220V 工作电压来电后，马上启动稳压电源给设备送电，恢复通讯系

统。 

（2）通讯系统物理事件应急处置 

①维护人员应立即检查稳压电源的输入 220V 交流电压以及开关柜输

出-48V 直流电压； 

②检查通讯设备系统连接情况，及时判断故障性质为通讯设备故障所

引起； 

③主要通讯系统出现系统故障时，应将其它有线、无线辅助通讯系统

作为临时工具进行生产指挥； 

④对故障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无法维修的设备及时送厂家维修； 

⑤故障设备修复并经试验合格后，将该设备作为备用设备。 

5.2.7 生产调度机事件应急处置 

（1）该调度机位于通讯机房内，处理方法同上。 

（2）该调度机位于通讯机房内，处理方法同上。 

5.2.8 无线通讯系统事故应急处置 

（1）停电引起无线通讯系统事故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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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接到申告维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检查无线通讯设备是否有 220V 的

工作电压； 

②若无工作电压，维护人员立即与电气车间联系要求恢复送电，不能

立即恢复的必须问清停电原因以及大概恢复送电时间； 

③向主管、团队经理以及公司总调汇报无线通讯系统事故原因及系统

恢复时间； 

④若停电达 30 分钟以上，做好投入点对点无线对讲系统准备； 

⑤来电后，马上启动稳压电源给无线设备送电，恢复无线通讯系统。 

（2）无线通讯设备故障引起无线通讯系统事故处理预案 

①维护人员应立即检查稳压电源的输入：220V 交流电压以及输出

13.8V 直流电压； 

②检查无线通讯设备接受、发射状态以及天线馈线连接情况，及时判

断故障性质为无线通讯设备故障所引起； 

③立即把备用无线通讯设备投入，恢复无线通讯系统； 

④对故障设备进行检查、维修，无法修好就送摩托罗拉维修点维修； 

⑤故障设备修复并经试验合格后，将该设备作为备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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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1）事故中受伤害人员现场救治工作结束。 

（2）事故现场得到控制或处置完毕。 

（3）供电系统得到恢复，网络、服务器、通讯投入运行。 

上述条件均达到，经批准后可终止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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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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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信息系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9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病毒：编制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破坏数据，

影响计算机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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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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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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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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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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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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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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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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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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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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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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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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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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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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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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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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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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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供电系统事件是指全公司停电、外系统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

电）、内部电网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或局部停电、UPS 电源故

障等事件。 

（1）全公司停电 

220kV 莆炼线、惠炼线和凤炼 213 线同时或相继失电，公司所有发电

机解列跳闸。各装置所有电动机跳闸，正常照明熄灭，事故照明亮起。 

（2）外系统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 

省网 220kV 系统因故障发生电压波动，公司各装置部分电动机跳闸，

照明瞬间失电后恢复，并网发电机瞬时强励启动或解列跳闸，装置现场机

泵轰鸣声有明显异常。由 UPS 供电的控制系统和应急系统不受影响。由于

公司 220kV 系统并列运行，因此莆炼线或惠炼线单回路跳闸时对公司电网

造成影响与省网 220kV 系统发生电压波动类似。 

（3）内部电网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或局部停电 

由于公司电网内部故障，造成 110kV、35kV、6kV 系统发生电压波动

或局部停电，部分装置出现电机跳闸现象。 

（4）UPS 电源故障 

当仪表电源只由一路 UPS 电源供电时，在 UPS 电源出现重大故障的情

况下，仪表将失去电源，造成控制失灵或装置停车或机组跳闸。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全公司停电 

发生此类故障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由于福建省电网崩溃造成，二是在

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如超强台风）莆炼线、惠炼线和凤炼 213 线相继因

故障跳闸。无论哪种原因造成，恢复操作较为繁琐，因此停电时间较长，

一般情况下超过 20 分钟。由 UPS、EPS 配出的控制系统和应急系统可正常

供电 30 分钟，此类故障将可能造成全公司紧急停工。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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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与应急。 

（2）外系统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 

由于公司 220kV 系统并列运行，因此莆炼线或惠炼线单回路跳闸时对

公司电网造成影响与省网 220kV 系统发生电压波动类似。系统造成的电压

波动对公司的影响范围大，可能造成多数装置电动机跳闸，特别是化工装

置，严重影响装置的平稳生产。由 UPS 供电的控制系统和应急系统不受影

响。需要公司相关部门和业务团队参与应急。 

（3）内部电网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或局部停电 

当 110kV 设备发生故障造成电压波动（如变压器短路或燃气发电机突

然解列）或一段母线停电时，将影响公司一半用电负荷，各装置都会受到

影响；当 35kV 设备发生故障造成电压波动或局部停电时，影响范围为化工

装置或新炼油装置或 IGCC 的一半负荷；当 6kV 设备发生故障造成电压波

动或局部停电时，影响范围则只有一套或数套装置的一半负荷。上述三种

情况下如关键机组跳闸，可能会造成部分装置停工。由 UPS 供电的控制系

统和应急系统不受影响。需要电气团队、涉及的业务团队参与应急。 

（4）UPS 电源故障 

目前公司主要中控室的仪表电源均为双回路供电，或两路 UPS 或一路

UPS 一路市电，两回路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有部分仪表

电源（IT 机房电源）采用单 UPS 供电，可能出现上述故障。需要电气团队、

涉及的业务团队参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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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应急组织体系按照公司《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

职责”执行。指挥系统与生产体系的具体安排如下。 

生产处置小组
消防气防小组
安保管理小组
医疗救护小组
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
环境监控小组 图示:

应急物资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后勤保障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对外联络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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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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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供电系统故障发生晃电、停电带有不可预测性，有时难以进行预防和

预警。但是在台风、暴雨、雷电天气时容易发生系统性晃电、停电事故，

此外，在总变电所进行 220kV、110kV 系统倒闸操作及发电机并网时也可

能因误操作造成系统波动，需要提前做出预防和预警。生产团队应协调电

气动行和维修模块在各装置开展电气隐患排查，要全面检查机泵自启动及

工艺、设备联锁投用情况。 

3.1 预防措施 

3.1.1 供电系统的运行监控 

公司为更好地保障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建立了一套电气自动化

监控系统，该系统由一个调度中心，两个电能管理中心，一个 110kV 变电

所集控站和 43 个 35kV/6kV 变电所子站组成，对所有变电所的电气设备运

行状况进行保护、监测、控制和管理。 

220kV 总变电站内自动化系统主站的功能包括：电力 SCADA（数据采

集与监控）功能、EMS（能量管理）功能、DTS（调度员仿真功能、FMIS

（故障信息管理）功能等。电气运行值长通过该系统对全公司电气系统实

施监视、控制、测量和保护信息诊断与管理，并完成电力系统负荷预测、

趋势模拟、潮流计算、计量统计、报表生成、短路计算、动态仿真、优化

管理等应用功能。同时实施对装置电气设备过程监视和控制任务。对设备

的保护及在线防误操作的工作任务。结合微机五防系统，通过单元式微机

保护的使用以及微机在线防误装置、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实施保护、测

控、防误一体化的功能组合。 

各 CS/SS 变电所自动化子站的功能包括：实施对子站系统内各变电所

的电气设备过程监视和控制任务。在当地 SCADA 后台可完成对相关电气设

备的遥控、遥信、遥测、遥调的功能，并提供报表生成、数据打印、历史

数据储存、越限及故障报警、定值读取和修改、故障录波信息的读取、负

荷分析、能量计算、事件回放、故障分析、维护数据生成等功能。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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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用的通信通道将主站端系统所需的相关数据完整准确的进行上传，同

时接收主站的下发的控制命令。 

通过电力自动化监控系统，总变运行值班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全公

司各变电所的运行状况和故障情况作出反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切除故障

部位，恢复正常供电。 

采取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新厂区每个配电回路和用电回路都设

置了速断保护，可以在电气回路发生短路故障时，以最快速度的切除故障，

减小对电网的影响；新厂区每个母联开关具有电源快速切换和备自投功能，

能够在发生单段失电的情况下，快速恢复供电。老厂区的 6kV 配电网没有

快速保护和快切功能，拟在 2014 年老厂大检修中完善。 

关键电动机具有再启动功能，发生晃电后实现自启动；还准备采取一

些对电动机、电缆连接等电气故障高发部位的监测措施，提前发现事故隐

患，以减少系统短路故障的发生。 

3.1.2 电气设备设施防护及管理 

公司所有储罐、容器、机泵、管道均根据规范安装防雷防静电设施，

并定期检查维护。每年两次进行防雷防静电测试，对测试不合格的连接点

进行整改。 

DCS 系统和重要仪表电源均安装 UPS 不间断电源，定期对 UPS 不间断

电源进行检查测试，确保停电或晃电时仪表控制系统保持正常运行。 

公司还制定《电气管理规定》，内容包括：电力系统的运行管理，电气

设备、机泵等用电设备检修、停、送电管理，临时用电管理，防雷防静电

管理，照明管理及 UPS、变频器、低压电机分批再起动装置等特殊电气设

备的管理等，确保公司电气运行管理程序化、规范化。 

3.2 预警行动 

（1）在台风、暴雨、打雷等气象条件下和外电线路检修期间，容易发

生晃电、停电等故障。此种情况下，应急指挥办公室（总调）需要提前 24

小时通过应急指挥信息平台、公司内部邮箱、电话等方式发出预警信息，

通知相关团队采取预防措施。电气运行模块应对供电系统的隐患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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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电气维修模块在生产团队的配合下对各装置开展电气隐患排查整改。 

（2）预警信息发布后，相关部门及业务团队应做好启动应急预案的准

备工作。 

3.3 预警解除 

当台风、暴雨、雷电等气象条件消除或外电线路检修完成，预警信息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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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1）突发晃电或停电时，现场人员通过对讲机呼叫本单位控制室、操

作室人员，控制室、操作室人员立即用电话向总调度室汇报，总调 24 小时

值班电话：（87）789148，（870）23042。 

（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通知总变电所值班调度立即查

清故障原因（包括与地调、省调联系），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恢复供电；并通

过电话、手机短信等形式将系统晃电、停电信息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报

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请求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若晃电、停电原因由

于外部线路引起，电气运行模块值长立即通过直通电话与地调、省调联系。 

（3）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向相关部门和团队发出启动应急响应指令。 

（4）当晃电或停电引发次生火灾、爆炸事故时，应按图 1-2 信息报告

与通知程序进行报告。当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接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政府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书

面报告，书面报告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审核后报出。若需要，经总裁

班子审核后，由总裁办公室 24 小时内通报股东方。 

（5）当发生需要政府、社区参与应急响应的特重大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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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社区负责人请求支援，报告时应说明需要政府或社区支援、

配合的方式与内容。对外联系电话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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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1）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单位名称、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关键设备是否受影响、装置是否

停工； 

②装置是否有泄漏、着火、人身伤害等次生事故发生； 

③事件简要情况；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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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已采取的措施。 

（2）在处理过程中，事件单位应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并随时、准确、

无误地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电力系统恢复情况及供电系统故障原因； 

②控制室 DCS 系统和关键设备运行情况； 

③装置是否已经或需要切断进料停工； 

④是否发生其他次生事故，包括泄漏、着火、环境污染等，有无人身

伤害； 

⑤现场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应急人员、应急设备和器材到位情况； 

⑥已采取的措施和救援请求。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1）突发晃电或停电时，现场人员通过对讲机呼叫本单位控制室、操

作室人员，控制室、操作室人员立即用电话向总调度室汇报，总调 24 小时

值班电话：（87）789148，（870）23042。 

（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电话通知总变电所值班调度（包

括与地调、省调联系）；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等形式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若晃电、停电原因由于外部线路引起，电气运行模块值长立即通过直通电

话与地调、省调联系。 

（3）当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接

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政府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书面报告。若需

要，经总裁班子审核后，由总裁办公室 24 小时内电话通报股东方。 

（4）当发生需要政府、社区参与应急响应的特重大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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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和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社区负责人请求支援。对外联系电话见附件 1。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供电系统故障可能造成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公司将供电系统

故障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对应一、二、三级应急响应，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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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4.1 供电系统故障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供电系统故障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社

会力量参与应急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全公司停电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 

①外系统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 

②内部电网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或局

部停电； 

③整个电源及 UPS系统故障。 

二级 

公司相关部门和

业务业团队参与

应急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 

①单套装置电力中断，但DCS系统所用的UPS不中断

电； 

②UPS电源故障； 

③电网波动或单回路停电造成晃电。 

三级 

电气团队、涉及的

业务团队参与应

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1）全公司停电 

电气运行模块总变运行人员立即消除事故音响，分析事故信号，判断

停电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如是外部原因，总变运行值长应立即向地

调询问停电原因及停电可能延续的时间，并将情况向总调汇报，然后按电

气运行模块事故预案进行处置。在停电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应减少总变 UPS

和直流屏的负载，以保证 UPS 和直流系统在来电后能正常工作。 

其他团队按团队全厂性停电预案处理。 

（2）外系统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 

电气运行模块值班人员立即消除事故音响，分析事故信号，总变运行

值长应立即向地调询问造成电压波动的原因并向总调汇报。各生产团队迅

速启动备用电机或跳闸电机，恢复生产。电气维修模块配合处理在这一期

间出现的回路问题。 

（3）内部电网故障造成的系统电压波动（晃电）或局部停电 

电气运行模块值班人员立即消除事故音响，分析事故信号，判断故障

位置，如保护动作不正确没有将故障点从系统中切除，应立即手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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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恢复停电区域的正常供电。总变运行值长在查清原因后将情况向总调汇

报。各生产团队迅速启动备用电机或跳闸电机，恢复生产。电气维修模块

配合处理在这一期间出现的回路问题。 

（4）UPS 电源故障 

在 UPS 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发现仪表失电（IT 机房）的团队岗位

人员应立即向电气维修模块技能计划员报告，电气维修模块技能计划员应

迅速指挥试验班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处理原则是先恢复供电后处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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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2）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人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

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危害。 

（3）居安思危，超前预防。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

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各项准备工作。 

（4）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实行分级负责制，充

分发挥应急指挥作用。 

（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依靠员工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

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全面停电后的先期处置 

（1）各单位紧急启动相关装置《停电、晃电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实

施，按照总调的统一协调，岗位操作人员在班长组织下，按照操作规程和

本单位的事故预案进行处理。 

（2）电气运行模块 

立即向总调报告，同时检查总变开关状况，检查发电设备情况，掌握

各分变的情况。配合钳工立即启动生产中控室配电间柴油发电机供中控室

用电；同时向电力地调查实际停电原因和恢复供电时间，要求尽快恢复供

电。 

（3）公用工程业务团队（水气） 

①净化水站机泵停运，造成新鲜水供给中断，立即变通水源线至厂区

供水线，保持新鲜水管网稳压运行，启运消防水站柴油机，保障消防水系

统的稳压供给； 

②启动空压站后备高压风系统，往净化风补入高压风（可保持 20 分钟

系统风压），联系总调控制不必要的用风（正常生产期间保持 1 台空压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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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透平驱动，降低晃电、停电的风险； 

③循环水部分尽可能保持蒸汽透平泵运转； 

④公司 2 号雨排和 4 号雨排作为全厂泄漏、溢油的最后屏障，发现明

油应立即停止外排雨水并组织明油回收。 

（4）公用工程业务团队（供热） 

①启动或保持新鲜水、除盐水、除氧水透平泵运转，单回路停电造成

运行水泵跳车时，应及时启动接在另一回路上的水泵加强给水，防止锅炉

汽包干锅； 

②当进锅炉除氧水完全中断且确定水泵无法恢复运行时立即切断瓦斯、

燃料油熄火降温，注意控制蒸汽压力、温度和防止汽包干锅； 

③锅炉燃料油泵及风机切换到蒸汽透平驱动，尽可能保证全厂蒸汽管

网不中断。 

（5）福林气体公司 

①按照生产调度排定的优先顺序，启用后备高压液氮系统（液氮泵电

源由 IGCC 柴油发电机供电），搞好氮气平衡供给。 

②切断纯氧对 FCC 装置的供给。 

（6）炼油 1 业务团队 

①常减压装置立即切断加热炉燃料，打开炉烟道档板散热降温；防止

常压塔、减压塔超压； 

②柴油加氢精制装置紧急停工，加热炉熄火，防止反应器床层超温，

保护好催化剂，临氢系统尽可能保压，防止高压串低压； 

③航煤加氢装置紧急停工，加热炉熄火，航煤改不合格油线，防止污

染大罐； 

④轻烃回收装置紧急停工，注意控制原料气缓冲罐压力，防止超压； 

⑤干气脱硫、液化气脱硫装置停工，脱硫醇部分停止注风； 

⑥以燃料油为燃料的加热炉在蒸汽未中断之前将炉前燃料油线吹扫，

防止凝线； 

⑦加氢处理装置紧急停工，加热炉熄火，防止反应器床层超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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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催化剂，防止高压串低压。同时要防止降温过快造成反应部分高压法兰

泄漏； 

⑧加氢裂化装置紧急停工，启动紧急泄压联锁，防止反应器床层超温，

保护好催化剂，防止高压串低压。同时要防止降温过快造成反应部分高压

法兰泄漏； 

⑨制硫装置立即关闭酸性气进炉阀，此时溶剂再生装置停工，停止胺

液循环，停产酸性气，除非压力升高至接近安全阀定压值，制硫酸性气原

则上采取保压的方式尽量不排火炬，酸性气在压力升高时可以排酸性气火

炬。关闭风机出入口阀，防止反应器超温，紧急停工处理，操作人员需佩

戴空气呼吸器； 

⑩污水汽提装置紧急停工，污水大罐收各装置退来的含硫污水； 

○11

（7）炼油 2 业务团队 

溶剂脱沥青装置要注意操作和溶剂，防止压力降低后溶剂汽化，沥

青油存于底部凝固，在蒸汽中断前，以蒸汽透平泵往沥青油管线注入冲洗

油，采取置换防凝措施。 

①常减压装置立即切断加热炉燃料，炉子熄火，打开炉烟道档板散热

降温，防止常压塔、减压塔超压； 

②重整装置紧急停工，各加热炉熄火，防止反应器床层超温，保护好

催化剂，临氢系统尽可能保压，防止高压串低压。注意按规程保护好板壳

式换热器； 

③加氢精制装置紧急停工，加热炉熄火，防止反应器床层超温，保护

好催化剂，临氢系统尽可能保压，防止高压串低压； 

④催化裂化装置立即切断进料，紧急放空，维持好三器压力平衡。自

产蒸汽改放空。切断纯氧的供给； 

⑤气分、两脱、MTBE、污水汽提装置紧急停工； 

⑥焦化装置紧急停工，加热炉降温，开辐射管注汽；如辐射管油温超

过 520℃，加热炉紧急熄火，防止炉管结焦。 

（8）烯烃业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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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UPS 失电、电源中断，装置按紧急停工处理，加强炉子、压缩机、

反应器等关键设备运行情况的监控： 

①停电造成裂解炉风机停车，应紧急停炉，切断燃料和原料的供应。

对于正在烧焦的裂解炉应停止裂解炉的烧焦，现场关闭 DA 根部阀，防止

蒸汽倒窜，同时要保证 DS 的供应； 

②严密监控 R30301、R40401、R40402（甲烷化反应器、碳二加氢反应

器、碳三加氢反应器）等反应器的运行，防止因流量波动造成反应器飞温

或加氢反应不合格。若情况严重，则应立即将反应器切出、倒液、泄压、

N2 降温，停止产品采出。对碳二加氢反应器应进行泄压处理，以防碳二组

份自聚爆炸，对正在烧焦的反应器，应立即停止烧焦，关闭各手动阀； 

③由于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制冷压缩机、二元制冷压缩

机）复水泵全部是电机驱动，停电时将导致“三机”全部停车。应注意冷

箱系统及分离冷区保温保压。由于两样失去盘车电源，必须组织人员设法

对“三机”进行手动盘车，确保不使事故扩大化。同时火炬排放系统应注

意火炬罐液位、温度、管线结冰及泄漏情况，保持火炬管线伴热的投用，

调节好消烟蒸汽； 

④电网波动造成 IGCC 部分机泵停车，超高压除氧水及除氧水出口压力

下降时，要密切注意汽包液面情况，如：液面下降，方可降低裂解炉的负

荷，减少 BFW 的消耗，同时也可通过适当降低汽包 SS 压力的方法来增加

BFW 的供水量； 

⑤低温乙烯/丙烯罐区：制冷压缩机全部停车，制冷系统失去功效，罐

体温度、压力上升，现场放大气阀打开，蒸发的气体排放大气。确认放大

气阀门是否打开，稀释氮气阀是否打开，确保罐体不超压。要求确认装置

各电动阀、电磁阀阀位处于安全状态，否则须手动干预（打开或关闭），与

调度系统联系，罐区周围及邻近装置区全面禁止明火。 

（9）芳烃业务团队 

①连续重整装置联锁启动紧急停工，各加热炉熄火，防止反应器床层

超温，保护好催化剂，临氢系统尽可能保压，防止高压串低压。停止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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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连续再生循环，防止反应部分的氢气与再生部分空气互串造成事故； 

②预加氢、歧化、异构化部分加热炉熄火，注意反应器床层温度，保

护好催化剂，临氢系统尽可能保压，防止高压串低压； 

③苯、对二甲苯产品改不合格罐，防止污染大罐； 

④连续重整、异构化、歧化装置注意按规程保护板壳式换热器，重新

恢复时防止温差及压差过大； 

⑤装置停电时，关闭进出旋转阀七股工艺物料的双道阀门。打开吸附

塔循环泵公共吸入口阀门，注意保持吸附塔压力在 0.35～0.88MPa，保护好

吸附剂。 

（10）聚烯烃业务团队（PE） 

①立即执行 III 型终止，向反应器注入 CO，终止反应；如果 III 型终止

没有启动则立即执行 II 型终止，向反应器注入 CO，终止反应，反应器向化

工火炬排放； 

②准备反应进料低压精制氮流程，随时准备向反应通入大量氮气。 

（11）聚烯烃业务团队（PP） 

启动紧急停车联锁，及时注 CO，终止反应，防止暴聚。 

（12）储运业务团队： 

①启动燃料油泵，以蒸汽透平驱动，确保对锅炉及其他加热炉燃料油

的供给； 

②保证火炬（长明灯）正常燃烧，以确保紧急排放的气体完全燃烧； 

③及时按要求改通不合格汽、柴油线，防止污染成品油；按照操作规

程要求，及时关好有关罐区阀门，防止物料串、冒。 

（13）码头业务团队 

①暂时停止装船作业，停止与厂区及青兰山库区的收、付油作业； 

②停止油罐的脱水作业，厂区污水改直排（不进氧化塘和南污水，直

接排海）； 

③检查所有已开启气动阀的状况，并将其改为手动状态。 

（14）消防支队：停电后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确保出现火警时迅速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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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火警现场实施扑救。同时，一大队派出 3 台消防车分别赶到催化压缩机

厂房东侧及焦化操作室东侧和芳烃区域，防护催化油浆泵和焦化塔底泵、

芳烃反应器，二大队派出 3 台车分别到乙烯裂解炉区域、加氢裂化区域、

溶剂脱沥青区域，预防火灾发生。 

（15）瑞晟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协调，总调负责通知瑞晟车队调度） 

①瑞晟公司接到通知后，立即安排 3 台以上客车接生产和抢险突击人

员进厂； 

②往返车辆安排。生活区上车点分南北两路。南路：新区 5＃门口、南

区 4＃门口、2＃门口、1＃门口。北路：液化气站门口、公园门口、2＃门

口、1＃门口。行车终点为新区中控 CCR2 及公司办公楼前，随即再返回生

活区发车点接人，载人超过 20 人即返厂，此后照此往返载人； 

③司机进厂后向运输调度报到，瑞晟公司运输调度按供应流通部要求

及时安排车辆运送抢险扑救物资； 

④小车司机到位，接公司领导进厂后，在公司办公楼下待命。 

（16）IT 团队 

迅速组织人员到 IT 各机房，做好通讯、信息系统运行检查和应急处置，

并配合电气维修模块做好 UPS 电源的切换处置工作，确保通讯畅通、备份

网络配置信息、对有关数据进行备份，报告总调受影响的信息系统。 

（17）医院 

接到通知后，救护车立即赶到公司办公楼，向生产调度报到，并随时

做好救护准备。 

（18）DCS 团队要迅速组织人员到 CCR1、CCR2 及各系统中控室，做

好 DCS 运行检查和应急处置，并配合电气维修做好 DCS 电源的切换处置工

作，尽量保持 DCS 系统平稳运行。 

（19）钳工模块要迅速组织人员到特大型机组厂房和大型机泵位置做

好设备故障判断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生产单元恢复安全生产。 

5.2.2 重新送电和恢复生产程序 

（1）电气运行总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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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电顺序本着先系统后装置的原则。220kV 总变送电顺序为：110kV

五零变、CS24、CS26、CS14、CS25、CS27、CS28、CS11、CS12、CS13、

CS29，五零变送电顺序为：循环水变、燃气变（150t 锅炉）、催化变、净化

站变、三修变、常催变、加氢变。 

（2）公用工程业务团队（水气） 

迅速恢复消防泵、循环水场和净化水站的运行；迅速启动空压机供风

提压，压力恢复正常，再将开机台数降为正常运行台数。水气净化水站运

行正常后，开除盐水泵给锅炉送水即可。 

（3）福林气体 

尽快恢复系统正常供氮。 

（4）储运业务团队 

先开燃料油泵，保证全公司锅炉燃料油的供给。 

（5）炼油 2 业务团队 

燃料油送到即点火产汽，先保 1.0MPa 级管线蒸汽的供给，然后再向高

压、超高压蒸汽管网供蒸汽。 

（6）炼油、化工装置 

在公用系统具备条件后，按照生产部安排，经 PCL、技术与规划部、

机械设备部化表、班长 HSE 确认和自保复位后，迅速开车恢复生产。装置

的开工顺序为： 
①先恢复汽电联产部分，以保证蒸汽、氢气的供给。在溶剂脱沥青装

置未开前以渣油为原料开车，待溶剂脱沥青装置开车正常后再切换原料； 

②两套常减压装置先开三塔塔底泵建立循环，根据生产平衡并由当班

调度决定两套常减压的恢复物料顺序； 

③催化裂化先开油浆泵建立塔外三路循环，加氢处理未恢复前以罐区

蜡油为原料先开工，保证全厂燃料气的供给； 

④芳烃联合装置先从系统管网引高纯氢恢复连续重整、预加氢临氢系

统的氢气循环并升温，产氢正常后恢复歧化、异构化装置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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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POX 氢气恢复后，加氢处理、柴油加氢、加氢裂化、航煤加氢装置

依次引氢气进装置升压，根据管网氢气压力，由总调统一协调各加氢单元

开工。然后分别启动蒸汽透平循环氢压缩机建立氢气循环升温，并待连续

重整供氢正常后按以上顺序恢复进料； 

⑥硫磺回收、污水气提、溶剂再生装置建立循环并达到进料条件； 

⑦焦化先开辐射进料泵或泵－18 建立循环，先以渣油罐区冷渣为原料； 

⑧80 万吨/年柴油加氢、30 万吨/年重整先开压缩机建立循环，产氢后

先自保氢气平衡，恢复生产； 

⑨溶剂脱沥青装置建立溶剂循环，待溶剂泵等设备运行正常后恢复进

料； 

⑩新聚丙烯装置、聚乙烯保证先开一条线，保证乙烯开车后乙烯、丙

烯的后路，乙烯恢复正常后开第二条线。 

（7）IS 团队 

配合电气维修做好重新送电后 UPS 电源的切换处置工作，通讯、网络、

数据库依次投入运行。 

（8）在恢复生产过程中，重点以防电网波动、蒸汽、氢气平衡为原则，

要认真搞好六项关键操作： 

①一是中控室 DCS 恢复供电时由柴油发电改至电网的切换操作，要保

证 DCS 系统正常运行； 

②二是催化裂化装置主风机送风进再生器，要控制好烧焦(油)速度，防

止三器超温； 

③三是各装置开泵和启动压缩机时必须保证系统压力平衡及与公用介

质隔断，严防油品、油气倒串至蒸汽、风、氮气等公用系统； 

④四是各装置启动电驱动的大型机组、泵，超过 500KW 以上的电机均

要取得生产调度和供电调度的同意，逐台进行，防止电网波动； 

⑤五是各装置使用蒸汽透平的大型机组、泵，3.5MPa 蒸汽用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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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 要向总调汇报，尽可能避免同时间启动； 

⑥六是各用氢装置在大量引氢前要向总调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进行，

注意氢气管网压力。 

5.2.3 晃电的处置和要求 

（1）发生晃电后，CCR1、CCR2 等中控室操作台操作员应立即查看

DCS 画面，检查各运行机泵的运行状态。与电气联系后，尽快启动跳车的

机泵，或现场启用备用透平泵。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及受晃电影响而

停工的装置必须紧急启动本装置现场处置预案《停电、晃电事故应急预案》，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2）各相关单位立即按公司《突发性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运行。 

（3）晃电造成局部装置停车，影响蒸汽平衡，按照蒸汽系统卸载应急

预案处理。 

（4）晃电造成局部装置停车，影响瓦斯平衡，按照燃料系统卸载应急

处理预案处理。 

（5）晃电造成局部装置停车，影响氢气平衡，按照氢气系统卸载应急

处理预案处理。 

（6）晃电造成水系统设备停运应立即启动备用设备恢复，否则会造成

全厂性停工。如遇此情况如不能尽快恢复，参照全厂停电预案和程序执行。 

（7）停电造成装置局部停工，有装置间物料直供的供出装置应改走冷

料进罐区。 

（8）溶剂脱沥青装置停工造成汽电联产原料中断，应立即改为渣油进

料，防止汽电联产装置停车。 

（9）燃料气中断期间，有些装置没有烧燃料油设施，由球罐区往瓦斯

系统补液化气，期间要注意检查并投用瓦斯加热器和瓦斯伴热蒸汽，防止

加热炉燃烧不好或瓦斯软管低温泄漏。在恢复生产过程中，要注意检查瓦

斯分液罐和炉前控制阀，防止带液。 

（10）燃料油泵受晃电影响停运，油品团队应立即启动并迅速建立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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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油循环，防止各装置加热炉熄火，防止锅炉燃料油中断。 

（11）加氢裂化装置在出现晃电时务必注意防止反应器超温，必要时

启动紧急泄压联锁系统，同时注意保护裂化催化剂。 

（12）乙烯裂解装置发生电网晃电后，岗位人员应立即作出如下工作： 

①若波动造成裂解炉风机停车、则室内紧急停炉，切断燃料和原料的

供应，现场启动风机； 

②对 K20201（裂解气压缩机）/K50501（丙烯制冷压缩机），应随时监

视复水系统真空度的变化情况，机组振动、轴位移情况。对 K20201 系统应

注意各段间吸入温度和排出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通知裂解单元降负

荷。如果温度上升过快，应降一段吸入压力放火炬，保证温度在正常范围

内； 

③严密监视R30301、R40401、R40402（甲烷化反应器、碳二加氢反应

器、碳三加氢反应器）等反应器的运行，防止因流量波动造成反应器飞温

或加氢反应不合格。若情况严重，则应立即将反应器切出、倒液、泄压、

N2

③检查各塔、罐压力，温度，防止超压，并根据负荷变化及时调整加

热量、回流比。 

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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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当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可能导致次

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消除后，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批准，现场应急可以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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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报地方标

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应

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

司《事故管理标准》开展事故调查，若需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

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

为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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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检查机泵自启动情况和 UPS 运行情况并进行相

应处理。 

（5）善后赔偿。包括救治受伤人员、申报财产保险理赔。 

（6）应急物资补充恢复。参与应急响应单位对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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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中心或团队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

评估。 

（8）生产部必要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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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停电：较长时间失电。将引起全厂生产及辅助装置停工。 

晃电：短时间电压波动。可能造成部分装置机泵停运，严重时造成装

置停工。 

8.2 附加说明 

（1）本预案启动后，应急指挥中心的人员应迅速到位；各有关职能部

门及基层单位主要领导应到岗值班；职能部门指派的应急专家和基层单位

的应急管理干部、抢险救援人员休息时间应在生活区待命。 

（2）当晃电、停电引起的次生事故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时，同时启动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3）当晃电、停电引起的次生事故导致火灾爆炸事故时，同时启动《火

灾、爆炸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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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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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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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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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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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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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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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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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理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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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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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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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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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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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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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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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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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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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本专项预案所指恐怖袭击事件，是指公司内部所发生利用爆炸手段进

行袭击或攻击储存放射源的设施和运输放射源的工具，袭击关键装置与要

害（重点）部位，袭击公共聚集场所及重要设施，造成重大环境破坏和社

会影响的事件；以及公司所属车辆交通工具被劫持，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事件和大规模袭击、劫持公司员工，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事件。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本公司生产和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大量易燃易爆品、有毒物质、放射性

物质、腐蚀性物质等危险化学品，一旦让恐怖分子接触到这些危险化学品，

将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及环境破坏，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同

时，公司员工人数达到上千人，存在公共聚集场所，一旦恐怖分子混进这

些场所，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将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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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组成，具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3 组织机构与

职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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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 

（1）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及相关部门、HSE 部保卫要坚持专项工

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并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

努力获取预警性、内幕性、深层次的反恐怖袭击情报信息，将各类恐怖袭

击活动制止在萌芽状态。 

（2）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HSE 部保卫和技术与规划部要加强对

重要人员、重点要害部位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工作。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党群工作部、HSE 部、供应物资流通

部、技术与规划部、生产部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各种爆炸物品、放射性生

物、化学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和安全防范工作，建立责任制，并制定严格的

管理规章制度，严防发生相关物品被盗、被抢、丢失以及相关设施部位被

袭事件。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党群工作部、法律事务部、HSE 部应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增强职工预防恐怖袭击的意识，鼓励职工举报恐怖犯

罪线索，广泛调动职工参与反恐怖斗争的积极性，提高职工的防范能力。 

（5）加强法制教育，教育员工知法、守法，不参与恐怖活动。强化防

范意识，对周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加强与地方安全

部门的联防沟通，及时了解与防范恐怖行为。 

（6）加强门岗检查，加强重点部位的监督管理，加强放射源、剧毒物

质采购、运输、储存、使用环节的管理。 

（7）购置必要的技术装备。在容易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生产装置、重

点要害部位安装摄像探头和自动报警装置，以便及时发现事件苗头，保障

企业安全。 

3.2 预警行动 

根据地方安全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或公司接收到的恐怖活动信息，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应做出预警决定：启动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 

（1）发布恐怖袭击事件预警信息，通知相关单位或业务团队进入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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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2）指令相关单位采取防范措施，并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3）视情况通知有关单位、社区，联合预警和采取防范措施； 

（4）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跟踪事态的发展、变化适时决定：宣布预

警解除或启动应急预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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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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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或获得事件信息时，应立即按照公司《生产安全事

故综合应急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报告，时间最多不超过 5 分钟。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突发事件的情况决定，向当地政府公安机关报

告案情，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下达命令启动专项预案。 

公司相关部门或个人发现案情后，可直接拨打 789110 或 110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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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公司所属单位立即向 HSE 部保卫或公司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被袭击目标的单位名称、袭击部位、时间和恐怖袭击事件性质、

种类； 

（2）人员中毒、伤亡情况和财产损失情况； 

（3）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经过、现场情况及所采取的措施；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恐怖袭击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7 
 
 
 
 

（4）设备设施受损情况及建（构）筑物破坏； 

（5）对恐怖袭击事件发展的动态预测及造成次生、衍生灾害的风险； 

（6）与政府汇报、沟通及政府采取的措施情况； 

（7）救援请求等。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恐怖袭击事件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主管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等

部门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等

具体内容的沟通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恐怖袭击事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公司一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立即

发布红色预警，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表 4.1 恐怖袭击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恐怖袭击事件（红色预警）： 
① 恐怖分子利用爆炸手段进行袭击或攻击储存放射源的设

施和运输放射源的工具，袭击关键装置与重点部位，袭击公

共聚集场所及重要设施，造成重大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的事

件。 
恐怖分子劫持公司所属车辆交通工具，劫持、袭击公司员工

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事件。 

一级 

需要全公

司和社会

力量参与

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由政府安全部门和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统一协调和

指挥，公司各部门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1）事件险情发生后，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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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事件前期信息。 

（2）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

知相关人员。 

（3）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按照应急预案，组织人员采取措施，控制险

情，避免事件扩大。 

（4）配合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组织研究案情，服从政府应急指挥部的

统一领导。 

（5）根据事态发展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限制使用相关场

所，转移、撤离或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 

（6）公司各单位迅速启动本单位相关预案，通知本单位应急人员，随

时候命，控制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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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统一指挥 

在政府安全部门和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和指挥下，各相关部

门和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快速反应，高效、妥善地开展各

项处置工作。 

（2）减少损失 

尽最大努力和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

和社会影响，尽快恢复生产秩序，维护企业职工生命和财产安全。 

（3.）快速协同侦办 

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采取一切有效措

施和手段，配合公安机关缉捕和惩治制造恐怖事件或企图制造恐怖事件的

恐怖分子，维护企业安全和社会稳定。 

（4）遵守法律 

在处置恐怖袭击事件时，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办事，维护企业的形象。 

5.2 应急处置措施 

（1）及时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要在迅速采取应急措

施的同时，立即报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不得延误。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要立即核实有关情况，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同意，由 HSE 部公共关

系模块上报当地政府反恐怖袭击事件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现场指挥部迅速对现场进行实时监控、追踪，并上报事态发展变化情

况。对于爆炸等恐怖袭击事件，指挥中心要迅速组织环保、质监、检验检

疫等部门和公安部门的专门检验鉴定力量和社会力量及有关专家深入研究，

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2）视情况对相关地区进行管制和局部戒严 

现场指挥部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以及法律规定，实施局部

地区的现场管制、交通管制。为防止事态及其危害进一步扩大，如需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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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相关区域实施戒严，必要时向地方政府请求援助。 

（3）迅速开展现场处置和救援工作 

①事件发生单位应根据“先期处置”原则，按职责分工，迅速组织现

场调查确认，并根据相关的事件处置原则进行应急处置，把握和控制事态

发展。 

②如果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火灾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中毒

窒息事故、特种设备事故、供电系统故障事故、放射性事故、信息系统故

障事故、水体污染事故等，启动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 

③对劫持人质恐怖袭击事件：立即报警，组织疏散人群，使未受到恐

怖分子控制的人员全部离开现场，孤立和隔断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中心现

场，设法稳定恐怖分子的情绪，协助公安部门控制现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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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当恐怖事件得以控制，问题已经得到妥当解决，可能导致问题激化的

隐患消除后，经现场应急中心确认批准，现场应急可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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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或财产损失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经公司总裁班子同意，由 HSE 部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事故管理规定开展事故调

查，若需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

开事故调查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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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 

（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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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关键装置与要害（重点）部位：指本公司的重大危险源所涉及的装置、

设备或建构筑物，详见本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2.3 重大危

险源辨识”。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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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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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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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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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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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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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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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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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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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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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方式 

附表 2.1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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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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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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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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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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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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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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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破坏性地震是指造成重大破坏性的地震或可能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构

造地震灾害。福建省地处地震断裂带，相对属于地震频发地段。本公司所

在区域位于长乐—诏安断裂带的主干断裂的笏石—惠安断裂带的东部，东

桥—斗尾断裂带的西部，南靖—厦门断裂线的北侧，处在南埔断块上，区

内见有一些次级断裂构造。根据《福建炼油乙烯项目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报告》显示长乐—诏安断裂带具有发生6级以下地震的构造条件。近场区历

史上发生了3次破坏性地震，最大的地震为1607年秋泉州湾 4
15 级地震，距工

程场地最近距离约35km，它们对场地影响烈度均小于6度。区域性地震台网

记录到现今小震活动有22次2.0－3.9级地震，其中最大地震为1999年8月5日

3.6级地震。区域范围主要处于华南沿海地震带内，地震活动与华南沿海地

震带密切相关，华南沿海地震带未来几十年仍处于第二活跃期的后期的调

整阶段，在未来几十年内还可能发生6级左右的地震。区域内中小地震属于

地壳内的浅源构造地震。对场地的地震危险性影响最大的是泉州海外8.0级

潜在震源区。 

公司范围一旦突发破坏性地震，极易造成建（构）筑物倒塌，公用工

程遭到破坏，可能引发火灾、爆炸、物料泄漏和环境污染等严重次生灾害，

给员工生命和公司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2.1 火灾、爆炸 

本公司在生产、储存过程中涉及的易燃易爆物质，若建筑物倒塌导致

管线破裂发生泄漏，遇到点火源或局部积聚，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尤其是氢气爆炸浓度范围较宽，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极限为 4.1%～74.1%

（V），引燃能量低，最小引燃能量仅为 0.02mJ。 

部分装置的工艺温度较高（如常压塔处于高温 350℃下运行；减压塔装

置工艺条件最高接近 370℃，减压炉出口温度在 410℃左右等），这些装置

内的物料一旦泄漏就会自燃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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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装置属于负压操作，如果因地震导致装置破损空气吸入则会在装

置内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发生爆炸事故。 

本公司多套装置的空冷、换热器等设备均属于高温高压设备（如加氢

裂化装置：操作压力 15MPa，操作温度 405℃）。该设备的材质及制作工艺

要求条件高，若因地震导致设备密封、焊口发生泄漏，易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 

机泵运转中易发生密封泄漏，因机泵密封泄漏着火在炼厂生产中较为

普遍，机泵运转部分一旦因地震对机泵密封损坏或压力表导管损坏，超过

自燃点的热油泄漏出来即可引起火灾。 

压力容器，设备、管线的安全附件(安全阀、液面计、压力表等)中任何

一个部件因地震损坏都可能会导致系统超出可控范围，导致事故发生。 

余热锅炉低液位，锅炉有超温的危险，锅炉的液位计、安全阀、压力

点等安全附件故障，有可能导致锅炉超温超压，有爆炸的危险。锅炉汽包

出口内件堵塞蒸汽管线，有蒸汽超压的危险。 

1.2.2 建（构）筑物倒塌 

根据《福建炼油乙烯项目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福建联合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EO/EG 装置及配套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及岩土工

程详勘报告的有关结论，公司场地范围的地震灾害和海啸灾害影响如下：

厂址东区和西区，不考虑地震断层位错效应、边坡地震稳定性问题、砂土

液化、软土震陷和海啸灾害；鲤鱼尾库区，不考虑地震断层位错效应、边

坡地震稳定性问题、砂土液化和海啸灾害；在地震烈度为 7 度时，不会发

生软土震陷，在地震烈度为 8 度时，淤泥层可能发生软土震陷；青兰山原

油码头及中转库区，不考虑地震断层位错效应、边坡地震稳定性问题、软

土震陷和海啸灾害；在地震烈度为 7 度时，不会发生砂土液化，在地震烈

度为 8 度时，在部分孔会发生砂土液化，液化等级为轻微。石化园区 EO/EG

场地不存在地震边坡效应，可不考虑地表地震断层位错效应；在地震烈度

为 7 度时，工程场地一些钻孔会液化，液化程度轻微至严重；场地内的淤

泥和淤泥质土层会震陷，应考虑软土可能震陷影响；工程场地为抗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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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强烈的地震会引起建（构）筑物的破坏，并往往造成人身伤亡。 

1.2.3 公用工程遭到破坏 

因为地震供水中断、循环水系统异常甚至中断、仪表和控制压缩空气

系统故障中断等公用系统突发事件，将直接威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可能

会造成机组降出力或被迫停运等事故，甚至导致全厂停电的重大设备事故。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同样大小的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一定相同；同一次地震，在不同的地

方造成的破坏也不一样。地震烈度是用来衡量地震的破坏程度，地震烈度

与震级、震源深度、震中距离，以及震区的土质条件等有关。 

一般来讲，一次地震发生后，震中区的破坏最重，烈度最高；这个烈

度称为震中烈度。从震中向四周扩展，地震烈度逐渐减小。 

我国把烈度划分为 12 度，不同烈度的地震，其影响和破坏详见“5 附

则”。 

可能造成的次生、衍生灾害为：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高

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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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破坏性地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

照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建立生

产处置小组、消防气防小组、安保管理小组、医疗救护小组、应急抢修小

组、通讯保障小组、环境监控小组、应急物资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和对外

联络小组，配合消防气防救援队伍与团队具体开展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各生产团队的应急组织在各团队的应急处置方案中明确，详见相关团

队的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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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预报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公司相关部门通过以下途径获取临震预报信息： 

（1）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预警信息； 

（2）政府主管部门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告知的预报信息； 

（3）对区域范围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特大事件，经风险评估得出的事

件发展趋势报告。 

3.2 预测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根据地震事件的危害程度、

紧急程度和发展事态，以及政府发布的四级预警（红、橙、黄、蓝），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析出可能发生灾难的中心区域、灾情的发展趋势和严

重性和影响程度，对可能发生的地震次生灾害如易燃物引起的火灾、爆炸、

有毒物质逸散所产生的中毒、污染等问题进行评估，制定出地震次生灾害

的应急对策和采取的防震避震措施，并作出是否启动本预案的判断。 

3.3 预警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预测结果，指令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

度室）发布临震预警公告，指令相关单位和部门进入临震预警状态，采取

相应的临震预防措施。预警信息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网络、信息群发器或电

话通知等形式发布。预警信息发布后，总调应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3.4 预警解除 

地方政府宣布地震预警解除后，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宣布预警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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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1）当发生破坏性地震时，各单位在启动地震应急处置方案的同时，

迅速按照“图 4.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

调度室）报告，做到“有灾报灾，无灾报安”，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必要

时提出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的请求。 

（2）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各单位应尽快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并随时用

电话向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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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1）突发地震时，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单位名称； 

②有无人员伤亡； 

③有无重要生产设施和建（构）筑物破坏； 

④有无火灾、爆炸发生； 

⑤有无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露）； 

⑥现场物资储备情况； 

⑦道路交通状况； 

⑧已采取的措施； 

⑨救援请求。 

（2）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现场状况； 

②已采取的处理措施、处理效果； 

③若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对人员的损伤情况； 

④若发生火灾、爆炸，对设施和人员的损害损伤情况； 

⑤人员中毒、伤亡及伤害救治情况； 

⑥现场应急物资剩余和补给情况； 

⑦其它救援要求。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事故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

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主管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及

有关部门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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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沟通的负责人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按照突发地震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突发地震分为特别重大、

重大、较大和一般事件四级，对应的响应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应急

响应。其中三级响应级别最低，仅需要业务团队参与应急；一级响应级别

最高，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根据地震突发事件事态的发展需

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参照表 3.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向各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令。 

表 4.1 海上溢油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大或红色预警事件） 
发生 7.0 级以上地震。（特大损失）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

量参与应急 Ⅱ级（重大或橙色预警事件） 
发生 6.5～7.0 级地震。（严重损失） 
Ⅲ级（较大或黄色预警事件） 
发生 6.0～6.5 级地震。（一般损失）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或全公

司力量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或蓝色预警事件） 
发生 5.0～6.0 级地震。(有感、轻度损失)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队和协

议单位参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当现场处置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时，应考虑扩大应急范围或者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1）三级应急响应一般由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负责处理，可参照二级、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作出相应规定； 

（2）团队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置，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事态； 

（3）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报告地震突发事件信息； 

（4）确认三级应急响应后，公司应急指挥办公室（总调度室）负责指

挥相关部门、业务团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

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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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应急指挥部预测事件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及时向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请求扩大应急。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1）业务团队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置，采取紧急措施控制

事态； 

（2）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地震事件信息； 

（3）现场应急指挥部迅速组织开展现场自救、互救及紧急停工等紧急

控制措施，防止次生事故向周边地区扩散蔓延； 

（4）公司应急指挥办公室（总调度室）负责指挥相关部门、业务团队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

相关人员。 

(5)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预测事件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及时向政

府应急管理办公室请求扩大应急。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1）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

知相关人员。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2）业务团队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置，采取紧急措施控制

事态； 

（3）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地震前期信息； 

（4）现场应急指挥部迅速组织开展现场自救、互救及紧急停工等紧急

控制措施； 

（5）根据事件等级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向政府部门请求扩大应急； 

（6）服从政府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制订Ⅰ级应急响应处理方案和

措施并组织实施； 

（7）根据突发地震事件类别及应急处理需要，快速组织、调集应急医

疗救治和预防用防护设备、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赶赴现场救援； 

（8）公司各部门迅速启动本部门相关预案，立即调集本部门应急救援



破坏性地震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0 

队伍和应急人员到达现场，服从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参加应急处理，

控制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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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制定的破坏性地震现场抢险方案，在实施

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应符合以下要求： 

（1）紧急避震，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2）切断危险源，紧急关闭一切生产设施； 

（3）设定隔离区，并做好标识，组织力量对现场进行隔离、警戒； 

（4）应急人员应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进入隔离区，实时监测空气中有毒

物质的浓度； 

（5）紧急疏散转移隔离区内所有无关人员到安全场所； 

（6）应急救援人员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迅速进入现场隔离区，沿逆

风方向将伤员者转移至空气新鲜处，根据受伤情况进行现场急救，并视实

际情况迅速将受伤、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抢救； 

（7）以控制泄漏源，防止次生灾害发生为处置原则，实施堵漏，回收

或处理泄漏物质； 

（8）确保应急救援人员和被疏散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 

（9）破坏性地震引发次生灾害时的抢险 

①生产装置、储运设施等火灾、爆炸（包括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详见《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②事故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的处置措施 

详见《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③事故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的处置措施 

详见《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相关业务团队现场处置方案 

④事故造成供电系统及信息系统故障的处置措施 

详见《供电系统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信息系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⑤地震导致传染性疾病传播的处置措施 

详见《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⑥地震导致导致海上溢油、水体污染的处置措施 

详见《海上溢油事件应急预案》和《水体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破坏性地震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2 

6  应急终止 

经应急处置后，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可下达应急终止指令： 

（1）国家及政府主管部门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2）破坏性地震现场已得到有效处置； 

（3）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4）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5）社会影响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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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应急行动总结。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

组织做好应急行动的总结工作。 

（2）事件报告。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3）事故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若需要成

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4）评估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若事件对环境敏感区造成了影响，

还应开展跟踪监测工作，直至确认影响消除为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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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善后赔偿。对受到溢油事件影响，事实上遭受到损失或损害的单

位或个人进行经济补偿。 

（7）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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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1）破坏性地震：指震级大于 5 级，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

坏或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的地震灾害。破坏性地震是严重威

胁人类安全的、恐怖的自然灾害。 

（2）危险化学品：指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

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

品等。 

（3）环境污染事故：指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环境等事故。 

（4）应急救援：指在发生事故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故危害和防止

事故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的措施。 

（5）震级：是表征地震强弱的量度，是划分震源放出的能量大小的等

级。单位是“里氏”，通常用字母 M 表示，它与地震所释放的能量有关。释

放能量越大，地震震级也越大。震级每相差 1.0 级，能量相差大约 32 倍；

每相差 2.0 级，能量相差约 1000 倍。 

地震震级分为九级，一般小于 2.5 级的地震人无感觉，2.5 级以上人有

感觉，5 级以上的地震会造成破坏。简称震级。 

①一般将小于 1 级的地震称为超微震。 

②M≥1 级，小于 3 级的称为弱震或微震 

如果震源不是很浅，这种地震人们一般不易觉察。 

③M≥3 级，小于 4.5 级的称为有感地震 

这种地震人们能够感觉到，但一般不会造成破坏。 

④M≥4.5 级，小于 6 级的称为中强震（如 9•7 彝良地震） 

属于可造成破坏的地震，但破坏轻重还与震源深度、震中距等多种因

素有关。 

⑤M≥6 级，小于 7 级的称为强震（如 8•3 鲁甸地震，2•6 高雄地震）。 

⑥M≥7 级，小于 8 级的称为大地震（如 8•8 九寨沟地震，4•14 玉树地

震，4•20 雅安地震，7•18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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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8 级以及 8 级以上的称为巨大地震（如 5•12 汶川地震，3•11 日本地

震）。 

发震时刻、震级、震中统称为“地震三要素”。 

（6）地震烈度 

地震烈度与震级、震源深度、震中距离，以及震区的土质条件等有关。 

一般来讲，一次地震发生后，震中区的破坏最重，烈度最高；这个烈

度称为震中烈度。从震中向四周扩展，地震烈度逐渐减小。 

我国把烈度划分为 12 度，不同烈度的地震，其影响和破坏大体如下： 

Ⅰ度：无感，仅仪器能记录到； 

Ⅱ度：个别敏感的人在完全静止中有感； 

Ⅲ度：室内少数人在静止中有感，悬挂物轻微摆动； 

Ⅳ度：室内大多数人，室外少数人有感，悬挂物摆动，不稳器皿作响； 

Ⅴ度：室外大多数人有感，家畜不宁，门窗作响，墙壁表面出现裂纹 

Ⅵ度：人站立不稳，家畜外逃，器皿翻落，简陋棚舍损坏，陡坎滑坡； 

Ⅶ度：房屋轻微损坏，牌坊，烟囱损坏，地表出现裂缝及喷沙冒水； 

Ⅷ度：房屋多有损坏，少数破坏路基塌方，地下管道破裂； 

Ⅸ度：房屋大多数破坏，少数倾倒，牌坊，烟囱等崩塌，铁轨弯曲； 

Ⅹ度：房屋倾倒，道路毁坏，山石大量崩塌，水面大浪扑岸； 

Ⅺ度：房屋大量倒塌，路基堤岸大段崩毁，地表产生很大变化； 

ⅩⅡ度：一切建筑物普遍毁坏，地形剧烈变化动植物遭毁灭；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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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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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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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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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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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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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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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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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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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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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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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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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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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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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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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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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表 2-1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一览表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028) 
郭燕清/15880900939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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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 

储

运

业

务

团

队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0

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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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F12.001 型） 

FL 消 1006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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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1256M4346F

型） 

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SY6521KSB 型）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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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破坏性地震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9 

套 

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OWOO-Y-C

N-OO） 

2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

3 台 

S））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 6 台 S/CO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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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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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ZKF6.8/30）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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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
2瓶 

灭火器

（3kg）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
152瓶 

灭火器

（3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020瓶 

灭火器

（3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4瓶 

灭火器

（5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56瓶 

灭火器

（5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59瓶 

灭火器

（7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98瓶 

灭火器

（7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
22瓶 

灭火器

（24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推车式CO2
21瓶 

灭火器

（24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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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宽 1.2M,厚 8MM 的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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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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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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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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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本专项预案所指的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或侵

略了相关方的利益，在相关方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或合理解决的情

况下，发生的聚众围堵公司生产经营或办公场所、聚众阻挠公司建设工程

现场施工、聚众哄抢公司物资、影响公司生产的员工罢工以及群体性上访、

请愿等。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公司系统内部可能存在劳资纠纷、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或因公司生产

经营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或废弃物的储存、排放等可能造成不良的环境影响，

而引发公司内部、或与周边个体的纠纷，这些纠纷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群体

性上访、聚集、围堵、滋事等突发事件，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秩序。 

1.3 分级 

根据突发群体性事件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等，将

事件分为以下四级： 

（1）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 500 人及以上的； 

（2）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 100 人及以上、500 人以下的； 

（3）较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 15 人及以上、100 人以下的； 

（4）一般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 5 人及以上、15 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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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组成，详见图 2.1。具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政府部门、社

区与传媒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对外联络小组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 
（总调度室） 

职能部门 

生产团队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生产处置与协调小组 

医疗救护小组 

疏散与警戒小组 

应急物资/后勤支援小组 

气体与排水监测小组 

设备/设施抢修小组 

污染防控与清理小组 

图示： 
 

管理流程走向 
信息流程走向 
技术支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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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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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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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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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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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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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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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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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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管理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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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预防控制措施 

（1）通过定期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收集员工信息意见、走访周边社

区、加强与油城公安分局、周边乡镇派出所沟通交流等方法，及时发现和

掌握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倾向性问题。 

（2）对不稳定因素进行定期分析、研究，制定处置对策，落实工作措

施，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对存在不稳定因素的重点单位、重点人员责成有关部门和领导有

针对性地开展教育疏导工作，及时化解、消除隐患。 

（4）凡发现不稳定因素或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及处置情况要

及时报告，严禁瞒报、谎报、迟报、漏报。 

3.3 预警行动 

（1）公司相关部门或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收到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信

息后，应及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指派 HSE 部保

卫进行调查核实。 

（2）经调查核实确有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根

据群体性事件分级决定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通知公司相关单位做好防范，

HSE 部要加强公司的治安保卫工作，并根据事件可能的方式、规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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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同意，由 HR 和 HSE 部通报地方政府或公安部门。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件的性质与诉求内容，组织成立群体性

事件应对小组，由应对小组成员与地方政府或公安部门相关人员（若需要

的话）开展前期教育疏导工作，化解矛盾，争取将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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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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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发生各级群体性事件或获得事件信息时，应立即按照公司《生产安全

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报告。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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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1）发生群体性事件，应立即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初报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 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规模（参与人数）、起因、现场情况及

所采取的措施； 

② 是否有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③ 上访人群中是否有精神病患者、以自杀相要挟或有行凶苗头者、

酗酒闹事者、危重病人以及邪教组织教徒； 

④ 人员伤亡情况、救援请求等； 

⑤ 事件发展趋势预测。 

（2）在处理过程中，应尽快了解事态进展情况，并随时向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报告，续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 上访事项类别、性质； 

② 是否有境外势力插手、媒体介入、人员参加等情况； 

③ 是否以静坐、示威、举旗、散发传单、演讲、佩戴含有诉讼要求

内容的标识物等形式表达意愿和诉求； 

④ 是否有携带危险品、爆炸物以及管制器械进入接待场所的； 

⑤ 是否有侮辱、殴打、威胁公司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的； 

⑥ 是否有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损害接待场所物品，或者将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遗弃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⑦ 是否有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

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或挑起事端的； 

⑧ 是否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中有一

定影响的人士； 

⑨ 是否有已经定性的邪教组织教徒； 

⑩ 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⑪其他救援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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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处置结束后要尽快提供书面终报，包括应急响应终止情况、

应急措施效果评估情况、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形式进行书面报告，情况紧

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报书面报告。 

相关部门（人员）收到发生或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信息时应在第一时

间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或公司 HSE 部，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或公

司 HSE 部应立即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应根据事件的

分级决定是否向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通报。相关部门或应急小组成员在深

入了解事件原因或现场情况的基础上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进行详细报告，

报告应客观、全面、准确。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等

具体内容的沟通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突发事件分级标准，结合公司控制事态和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响

应由高到低分为一、二、三级： 

（1）发生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一级应急响应。 

（2）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二级应急响应。 

（3）发生较大群体性事件、一般群体性事件为三级应急响应。 

4.4.2 应急响应程序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或公司 HSE 部接群体性事件报告后，立即向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应急指挥中心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向公司相

关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令。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事发单位开展前期教育疏导工作，采取措施控制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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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群体性事件信息；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组织调查确认，进行综合

评估，确认事件等级；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事件

应对小组，立即赶赴现场，统一指挥应急响应工作； 

（5）迅速组织开展现场对话，教育疏导工作，化解矛盾，避免事件扩

大； 

（6）根据事件发展情况，向政府或公安部门请求救援。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事发单位开展前期教育疏导工作，采取措施控制事态； 

（2）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群体性事件前期信息； 

（3）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群体性事

件应对小组，立即赶赴现场； 

（4）配合政府或公安部门进行调查，进行综合评估，确认事件； 

（5）根据事件等级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向政府或公安部门请求救援； 

（6）服从政府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制订应急响应处理方案和措施

并组织实施。 

4.4.2.3 一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1）事发单位开展前期教育疏导工作，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立即上报

应急指挥中心； 

（2）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群体性事

件应对小组，立即赶赴现场，同时上报政府部门； 

（3）配合政府或公安部门进行调查，进行综合评估，确认事件； 

（4）根据事件等级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向政府或公安部门请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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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从政府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制订应急响应处理方案和措施

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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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总的要求是：早介入、早决策、早平息、早疏导。

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分级负责。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工作在应急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和

领导下进行，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应急指挥中心牵头接谈、

相关职能部门主谈，涉访部门劝返，HSE 部维护秩序”的现场处置工作格局。 

（2）预防为主。及时了解、掌握和收集有关方面的信息，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控制、早处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将问题解决在初始阶

段。 

（3）教育疏导。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应以教育疏导为主，做到谈

清问题、讲明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尽快劝返，防止和

避免矛盾激化。 

（4）快速反应。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做到

反应快速，应对正确，依法果断处置。 

（5）依法办事。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解决员工及周围居民反映的问题；

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按照来访接待程序，及时果断处置突发性事件，

坚决制止各种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 

5.2 应急处置措施 

（1）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进入紧急应对状态，

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由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态状况，决定是否

报告泉港区政府或请求当地公安机关参与处置。 

（2）现场应对小组人员进入事发现场后，根据现场的需求，组织调动、

协调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到现场，做好现场接待、来访接谈、劝导疏散上访

人员工作。 

（3）当参与人员有打横幅等过激行为时，现场处置人员和安保模块人

员应进行劝阻。 

（4）当参与人员出现围堵和冲击办公场所、堵塞交通、散发传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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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物等违法行为时，现场处置人员、安保模块人员要立即报告应急指挥

中心，迅速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以确保正常工作秩序。 

（5）当参与人员中出现自杀、休克等突发情况时，现场处置人员和公

共关系模块人员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直接将病人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 

（6）发现参与人员中有人携带管制器械、爆炸物及其它危险物品时，

安保模块人员和公共关系模块人员首先要稳住其情绪，加以严密监视，并

立即通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7）对年老体弱或者患有疾病的参与人员，现场处置人员和医疗救护

小组人员要给予适当照顾，防止发生晕倒、伤亡等意外事故。 

（8）经有关部门做调解和疏导教育工作后，仍出现围堵、冲击等有严

重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社会秩序行为的，应交由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隔离、解散、强行带离现场、治安处罚等处理。 

（9）对事件中人员诉求的处置： 

①由应急指挥中心责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牵头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研

究，形成处置意见；形成处置意见时要严格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

策规定，同时，要认真掌握策略，以尽量减小事件的影响，防止造成严重

后果为原则； 

②处置意见可根据情况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答复事件上访人员；但出具

正式意见的，要采取书面形式，并由事件上访人员所在（或有直接关系）

公司通知事件上访人员； 

③处置意见正式答复事件上访人员后，公司行政部同有关部门要采取

有效措施安排事件上访人员返回来访地；对拒不离开，继续长时间滞留的，

可由公司安保模块人员请求公安机关协助送返。 

（10）现场事态平息后，有关单位对现场处置时向群众承诺解决的问

题，必须尽快解决到位，不得做虚假承诺或者久拖不决，要坚决避免违背

承诺、失信于民，重新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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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件得以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2）现场 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请求终止现场应急； 

（3）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下达终止命令，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宣布

应急终止。 



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4 

7  后期处置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要及时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对在预防和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表

彰。 

公司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对有关规定不执行或贯彻不力，或制定错误政策、作出错误决策，

侵害员工或群众利益，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致使事件升级的； 

（2）对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可能引发内部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内部矛

盾、纠纷不认真解决，失职、渎职，甚至怂恿员工到上级机关集体上访，

致使内部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3）因泄露公司秘密或违反劳动（工作）纪律等行为，导致群体上访

或引发外部规模群体性事件的； 

（4）外部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不及时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处置失当，甚至压制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如实上报情况、及时处置，致使

可以避免的影响或损失未能避免的； 

（5）违反规定指令公安机关参与非警务活动或违反规定派出警力处置，

或滥用强制措施、警械，或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造成矛盾升级、事

态扩大的； 

（6）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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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群体性事件：又称群体性治安事件，指聚众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的行

为。狭义指由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而侵犯了某些利益相同或相近的社会

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当此利益的诉求缺乏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时，

经过策划和酝酿而采取聚众共同实施的集体上访、围攻党政机关，游行示

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与维护秩序的公安民警对峙等形式的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行为。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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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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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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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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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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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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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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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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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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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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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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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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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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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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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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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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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公共卫生事件 

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2/修改 0) 

 
 
 
 

 
 
 
 
 
 

 
2018-11-19 发布                   2018-11-19 实施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FREP 专有 
  Proprietary 

 

 

  

 



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I 

目录 
1 事故风险分析   .............................................................................................................................................. 1

1.1 事故类型   ........................................................................................................................................... 1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 1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 2
3 预防与预警   ................................................................................................................................................ 3

3.1 预防与监控   ....................................................................................................................................... 3
3.2 预警行动   ........................................................................................................................................... 3
3.3 预警解除   ........................................................................................................................................... 4

4 处置程序   .................................................................................................................................................... 5
4.1 信息报告程序   ................................................................................................................................... 5
4.2 信息报告内容   ................................................................................................................................... 6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 8
4.4 应急响应   ........................................................................................................................................... 8

5 处置措施   .................................................................................................................................................. 12
5.1 应急处置原则   ................................................................................................................................. 12
5.2 应急处置措施   ................................................................................................................................. 12

6 应急终止   .................................................................................................................................................. 15
7 后期处置   .................................................................................................................................................. 16
8 附则   .......................................................................................................................................................... 17

8.1 术语和定义   ..................................................................................................................................... 17
8.2 预案实施   ......................................................................................................................................... 19

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 20
附件 2  应急物资与装备   ............................................................................................................................ 29

 



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本专项预案所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发重大食物中毒、急性职

业中毒和社会范畴的重、特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事件。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公共卫生事件具有较强的突发性或暴发、流行性，严重危及公司员工

及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且影响范围大。 

（1）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公司现有员工约 1950 名，厂区覆盖面积大，一旦发生传染病、群体性

不明原因疾病，将造成恐慌，扰乱公司正常生产，对员工的生命安全造成

极大的威胁。传染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在春、夏两季发生的可能性相

对较高，冬季次之，在高发季节应加强公司的相关防范措施。 

（2）食物中毒 

公司员工人数众多，厂内设有食堂，多数员工在厂内食堂就餐，一旦

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3）急性职业中毒 

公司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具体见生产安全事故综合

应急预案 2 事故风险描述）种类多、数量大，员工在工作时若操作失误或

未按规定佩戴劳保用品，将导致急性职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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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组成，详见图 2.1。具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生产处置小组
消防气防小组
安保管理小组
医疗救护小组
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
环境监控小组 图示:

应急物资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后勤保障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对外联络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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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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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与监控 

公司日常运作人员众多，特别是员工通勤车辆和餐厅是人员大量集中

的场所，是防止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重点环节，主要采取下列措施加以预

防： 

（1）督促承包商加强车辆卫生和杀菌消毒工作，对车辆的通风与空调

系统定期进行清理； 

（2）加强员工食堂的管理，搞好食堂的卫生和杀菌消毒工作，加强食

品制作、储存过程的安全监管，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食品加工区域，提高食

堂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防止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3）加强与地方卫生部门的沟通与交流，及时通报疫情信息，特别是

在传染病高发季节或传染病疫情暴发期间，对员工做好疫情的宣传与防护

工作，对于出入疫区的人员按要求采取隔离措施，支持受到感染人员的治

疗恢复工作。 

通过以下一些途径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监控： 

（1）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疫情预警信息； 

（2）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股东方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告知的疫情信息； 

（3）驻地医疗机构、社区及个人向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告知的中毒、疫

情信息； 

（4）公司所属单位和服务商或关联医院报告的中毒、疫情信息。 

对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

室）或职能部门安排处置。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电话：（87）

789148、（870）23042。 

3.2 预警行动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根据所监控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事态发展，以及政府发布的四级预警（红、橙、

黄、蓝）机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参照“表 4.1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内容做出预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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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通知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进入

预警状态。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预警级别、响应级别、起始时间、可能

影响的区域或范围、应重点关注的事项和建议采取的措施等内容。发布方

式：可通过调度电话、内部网络、电视及短信服务等形式。 

（2）指令相关单位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并通知公司相关职能部门进

入预警状态。 

（3）指令相关单位采取防范措施，并连续跟踪事态发展。 

（4）视情况通知有关单位、社区，联合预警或采取防范措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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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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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各所属单位发生各类、各级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或获得应急事件信息时，

应立即按照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

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报告，其中急性职业中毒事件

应立即报告；食物中毒和社会范畴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

病等事件发现后，报告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公司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时间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及时

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泉港区卫计局应急办等部门报告，报告时

间最多不超过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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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4.2.1 公司应急报告 

发生Ⅰ、Ⅱ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后，公司应立即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

室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单位名称、地理位置、地形、气象状况、波及

周边及人群的范围和特征； 

（2）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型和特征、扩散蔓延趋势；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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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伤病的一般状况（性别、年龄、职业、岗位、接触史）、临

床表现、临床诊断、治疗情况、已死亡人数； 

（4）主要发病过程、可能的致病原因、预测情况； 

（5）现场采样情况及检测结果； 

（6）当地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社会力量介入情况； 

（7）医疗救护物资储备、分流情况； 

（8）食品储备、分流、发放情况； 

（9）已采取和准备采取的应急措施； 

（10）目前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1）救援请求。 

4.2.2 公司所属单位应急报告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后，所属单位应立即向公司报告，报告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单位名称、地理位置； 

（2）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型和特征、扩散蔓延趋势； 

（3）人员伤病的一般状况（性别、年龄、岗位、接触史）、伤病类别

（中毒、外伤、复合损伤）、已死亡人数； 

（4）主要发病过程、可能的致病原因； 

（5）现场急救情况。 

4.2.3 接到外部通报的应急报告 

公司接到本企业之外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通报时，参照上述内容

进行询问和记录。 

4.2.4 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急报告 

在各类、各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各级应急指挥中心应尽快了

解事态进展情况，并随时用电话、传真等方式，向上一级应急指挥中心办

公室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现场状况； 

（2）已采取的处理措施和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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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4）若发生重特大食物中毒事件对人员的损伤情况、可疑食物、临床

表现； 

（5）若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对人员的损伤情况、中毒人数、临床表

现、职业因素； 

（6）若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人员的损伤情况、确诊人数、临床表现； 

（7）若发生重大不明原因疾病对人员损伤情况、确诊人数、临床表现； 

（8）人员伤亡情况； 

（9）可能的原因、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10）伤病人员的治疗情况； 

（11）现场医疗救护应急物资及食品剩余和补给情况； 

（12）周边居民波及和疏散情况； 

（13）其它救援要求。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事故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

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主管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泉港区卫计局应急办等部门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等

具体内容的沟通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较

大、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由高到低为一级、二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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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应急响应，具体见表 4.1 的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表 4.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事件分级 响应 
级别 备注 

特大（红色预警）事件： 
①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Ⅰ级预警事件。 
② 一次食物中毒 100 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死亡 10 人以上。 
③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并死亡 10 人以上。 

一级 

需 要

全 公

司 和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应急 

重大（橙色预警）事件： 
①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Ⅱ级预警事件。 
②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以上，或死亡 5 人以上。 
③ 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出现鼠疫、肺炭疽 1 例及以上；霍乱 1 周内发生

30 例以上，并有扩散趋势；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疑似病例；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 1 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 5 年同期平均发病

水平 2 倍以上；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短时间出现 30 例以上，或出现 20-30
例，有死亡病例出现；本年发生的艾滋病病例数较去年同期或上季度的病例

数增加 10 倍以上。 
④ 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尚未造成扩散。 
⑤ 涉及公司驻在地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⑥ 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 

较大（黄色预警）事件： 
①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Ⅲ级预警事件。 
② 一次食物中毒超过 100 人，或有死亡病例。 
③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49 人，或死亡 4 人以下。 
④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动物间鼠疫流行，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霍乱 1 周内发生 10-29 例，并有扩散趋势；1 周内乙类、丙类传染病发病水

平超过前 5 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 1 倍以上；新发生或发生长期消失后再次出

现的乙类或丙类法定传染病和非法定传染病流行，并造成较大影响；本年发

生的艾滋病病例数较去年同期或上一季度的病例数增加 5 倍以上。 
⑤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短时间内出现 20 例以上，或出现 10-20 例，有死亡

病例出现。 
⑥ 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二级 

需 要

几 个

部 门

或 全

公 司

力 量

参 与

应急 

一般（蓝色预警）事件： 
① 政府行政部门认定发布的Ⅳ级预警事件。 
② 一次食物中毒 30-99 人，未出现死亡病例。 
③ 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9 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④ 发生较大传染病疫情：一周内发生霍乱 10 例以下，并有扩散趋势；在团

体内，发生乙类、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一周内发生白喉、乙脑、流脑 5 例

以上，或 5 例以内有死亡病例；2 周内发生麻疹 10-30 例，或 10 例以内有死

亡病例；本年发生的艾滋病病例数较去年同期或上一季度的病例数增加 10
倍以上。 
⑤ 短时间内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5-19 例，或出现输入性病例，且有扩

散趋势。 

三级 

仅 需

要 业

务 团

队 参

与 应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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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三级应急响应一般由相关单位或业务团队负责处理，可参照二级、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作出相应规定。 

（2）事发单位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控制

事态； 

（3）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4）确认三级应急响应后，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负

责组织相关部门、单位或业务团队开展应急处理工作； 

（5）现场应急指挥部预测事件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及时向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请求扩大应急。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事发单位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控制

事态； 

（2）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组织专家调查确认，进行

综合评估，确认事件等级；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现

场应急指挥部，立即赶赴现场，统一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5）迅速组织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隔离救治、密切接触者

的隔离、生物样品采集和消毒处理等紧急控制措施，并适时向有关地区发

出通报，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事件向周边地区扩散蔓延； 

（6）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预测事件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及时向

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请求扩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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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一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1）事发单位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控制

事态； 

（2）按本预案“4.1 信息报告程序”逐级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期信息； 

（3）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现场应

急指挥部，立即赶赴现场； 

（4）配合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确认，进行综合评估，确

认事件等级； 

（5）根据事件等级和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请求

扩大应急； 

（6）服从政府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制订Ⅰ级应急响应处理方案和

措施并组织实施； 

（7）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别及应急处理需要，快速组织、调集应

急医疗救治和预防用防护设备、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赶赴现场救援； 

（8）公司各单位迅速启动本单位相关预案，立即调集本单位应急救援

队伍和应急人员到达现场，会同政府及卫生部门应急处理，控制事态。 

4.4.2.4 应急响应升级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趋势，有可能影响周边地

区、或处置职能不在本级应急指挥部门、需要上一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

支援时，负责处理的应急指挥部门要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请

求扩大应急。上一级应急指挥部门接到请求后，应迅速采取相应的处置措

施，并根据事态发展状况迅速作出提高响应级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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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提高公司员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

意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作。

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及时分析、预警，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处理。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

害程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级管理。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统一

领导下，各单位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理的相关工作。 

（3）依据法规，果断应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

应急体制，对突发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

地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置工作。 

（4）依靠科学，加强合作。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防范和处理的培训工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提供技术保障。

与政府卫生、公安等部门和周边社区以及公司内部各单位通力合作，资源

共享，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组织动员员工广泛参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急处理。 

5.2 应急处置措施 

事件发生单位遵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基本原则，按职责分工，

迅速组织先期处置，开展现场调查确认，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报告的

方式，把握和控制事态发展。 

5.2.1 重大食物中毒处置 

（1）立即组织对中毒人员进行救治； 

（2）在医务人员尚未赶到时，病人意识清楚时可用硬物刺激咽弓或咽

喉壁，使病人呕吐，但当病人意识不清、晕迷时不得使用； 

（3）对于中毒原因清楚或已查清的，根据实际情况尽快恢复食物和饮

水的供应，并注意在操作中避免二次中毒，使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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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状态； 

（4）对于中毒原因不明或暂时未查清楚的，应及时向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根据情况限制现场恢复程度，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恢复部分食物

和饮水供应； 

（5）已采取措施，但中毒人员继续增加，或中毒人员病情恶化，立即

请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支援； 

（6）按规定彻底清洗消毒、处理被污染的食品、工具、用具、容器、

场所等； 

（7）现场人员要做好可疑有毒食品现场的保护和分析工作，保留造成

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配

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食物中毒的原因进行鉴定； 

（8）配合组织公共卫生专家，预测、评价食物中毒事件影响范围、趋

势和后果，及时作出部署； 

（9）配合及时联系药品供应商，落实购置和储备特效、解毒药品； 

（10）适时对治疗救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责任

追究制度； 

（11）注意应急处置人员的安全与卫生防护。 

5.2.2 急性职业中毒处置 

（1）立即组织对中毒人员进行救治； 

（2）应急救援人员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迅速进入现场，沿逆风方向

将患者转移至空气新鲜处，根据受伤情况进行现场急救，并视实际情况迅

速将受伤、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抢救； 

（3）抢救和转运过程中注意观察中毒人员的生命指征和外伤情况； 

迅速了解现场情况，对中毒源进行泄漏原因分析，制定方案，进行工

艺处理，切断泄漏源； 

（4）设定初始隔离区，封闭事故现场。停止导致职业中毒事件的作业，

保护、控制事故现场，封存导致职业中毒或可能导致职业中毒的物料和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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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喷淋稀释现场泄漏的化学毒物； 

（6）对现场进行检测，紧急疏散转移隔离区内所有无关人员，实行交

通管制；视现场情况调整隔离区域，撤离作业人员； 

（7）组织安全卫生专家，审核制定应急救援措施，并根据事件特点及

时调整； 

（8）适时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9）宣传、普及中毒化学品的危害信息和应急预防措施； 

（10）对疑似中毒人员进行体检。 

5.2.3 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处置 

（1）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指挥中心立即组织力量参与、配合、协调

医疗机构立即对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治，同时稳定职工和病员的情

绪，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2）配合卫生部门和有关机构开展疫情发生地点和发病人员的隔离、

流动人员调查、追访传染源、消毒等一系列防控工作，对间接接触者做好

排查、隔离等工作，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3）转运时用专车将病人转移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

行治疗，并将发病情况，诊断或疑似诊断向收治医院详细介绍，帮助医院

在最短时间内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4）在与突发事件相关的区域内限制或禁止群体活动，临时关闭公共

场所； 

（5）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群防群控、专项重点布控，落实突

发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封锁、家庭及单位隔离观察、生产与生活区

域的经常性消毒、生产及生活保障等工作； 

（6）广泛开展相关防治知识宣传，做到人人皆知，提高员工及承包商

的及时就诊意识； 

（7）注意应急处置人员的安全与卫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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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经应急处置后，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可下达应急终止指令： 

（1）国家及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应急响应终止；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除，或末例传染病病例

发生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的病例出现； 

（3）现场环境等符合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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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件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件报告。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若需

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件调查组并展开事件调查

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影响。若事件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产生

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为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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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救治受伤人员、申报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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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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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1）重大食物中毒：是指由于食品污染的原因而造成的人数众多或者

伤亡较重的中毒事件。 

（2）重大职业中毒：是指由于职业危害的原因而造成的人数众多或者

伤亡较重的中毒事件。 

（3）重大传染病疫情：是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

泛，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的发病率水平。 

（4）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是指在短时间内，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

同时或者相继出现具有共同临床表现患者，且病例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

大，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 

（5）我国尚未发现传染病：是指埃博拉、猴痘、黄热病、人变异性克

雅氏病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发现，在我国尚未发现过的传染病。 

（6）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

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

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

行，死者以千万计，我国在解放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病死率极高。 

（7）肺炭疽：是炭疽杆菌所致的急性传染病。原系食草动物传染病，

人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或食用病畜的肉类而被感染。最常见为皮肤炭疽，

表现为皮肤坏死和黑痂，亦可吸入感染引起肺炭疽，误食感染可致肠炭疽，

可以继发炭疽杆菌败血症。 

（8）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 SARS，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2003 年曾在世界大规模

爆发。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为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WHO）将其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

综合征。本病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

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9）霍乱：由霍乱弧菌的某些致病株感染小肠而导致的急性腹泻疾病。

http://www.baike.com/sowiki/%E5%BC%A7%E8%8F%8C?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B0%8F%E8%82%A0?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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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可能相当轻微，也可能相当严重。典型症状为连续数日严重水泻。可

能合并有呕吐、肌肉抽搐的现象。霍乱所导致的严重腹泻可能造成脱水及

电解质失衡，甚而导致眼窝凹陷、皮肤湿冷且缺乏弹性，以及手脚出现皱

纹等。脱水可能导致皮肤发绀。一般是在接触病原体后，在两小时至五日

内发病。 

（10）禽流感：是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它是由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种

亚型（也称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也能感染人类，被国际

兽疫局定为甲类传染病，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人感染后的症状主要

表现为高热、咳嗽、流涕、肌痛等，多数伴有严重的肺炎，严重者心、肾

等多种脏器衰竭导致死亡，病死率很高，通常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率约为 33%。

此病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损伤和眼结膜等多种途径传播，区域间

的人员和车辆往来是传播本病的重要途径。 

（1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病毒）引起。HIV 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

中最重要的 CD4T 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

丧失免疫功能。因此，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肿瘤，病死

率较高。HIV 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 8～9 年，患艾滋病以前，可以没有

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多年。 

（12）白喉：是由白喉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发热，

气憋，声音嘶哑，犬吠样咳嗽，咽、扁桃体及其周围组织出现白色伪膜为

特征。严重者全身中毒症状明显，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 

（13）乙脑：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的病原体于 1934 年在日本

发现，故名日本乙型脑炎。1939 年我国科学家分离到乙脑病毒，解放后进

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改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本病主要分布在亚洲远

东和东南亚地区，经蚊传播，多见于夏秋季。临床上急起发病，有高热、

意识障碍、惊厥、强直性痉挛和脑膜刺激征等，重型患者病后往往留有后

遗症，属于血液传染病。 

（14）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

http://www.baike.com/sowiki/%E6%B0%B4%E6%B3%BB?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91%95%E5%90%90?prd=content_doc_search�
javascript:linkredwin('肌肉抽搐');�
http://www.baike.com/sowiki/%E8%84%B1%E6%B0%B4?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94%B5%E8%A7%A3%E8%B4%A8%E5%A4%B1%E8%A1%A1?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8F%91%E7%BB%80?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D%E5%96%89%E6%9D%86%E8%8F%8C/6700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1%E8%86%9C%E7%82%8E/2122235�


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19 

化脓性脑膜炎。致病菌由鼻咽部侵入血循环，形成败血症，最后局限于脑

膜及脊髓膜，形成化脓性脑脊髓膜病变。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头痛、呕

吐、皮肤瘀点及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征，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 

（15）麻疹：麻疹是儿童最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其传染性

很强，在人口密集而未普种疫苗的地区易发生流行，2～3 年一次大流行。

麻疹病毒属副黏液病毒，通过呼吸道分泌物飞沫传播。临床上以发热、上

呼吸道炎症、眼结膜炎及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和颊黏膜上有麻疹黏膜斑，

疹退后遗留色素沉着伴糠麸样脱屑为特征。常并发呼吸道疾病如中耳炎、

喉-气管炎、肺炎等，麻疹脑炎、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等严重并发症。目前

尚无特效药物治疗。我国自 1965 年，开始普种麻疹减毒活疫苗后发病显著

下降。 

（16）乙、丙类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

传染病分甲类、乙类、丙类三类。①乙类传染病（26 种）是指：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

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

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②丙类传染病（11 种）是指：甲

型 H1N1 流感、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除霍乱、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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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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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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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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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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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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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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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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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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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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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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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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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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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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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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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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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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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物资与装备 

附表 2.1  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表 
类别 设备名称 数量 所在部门、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医疗救助类 急救箱 

4 个 

炼 

一

团

队 

新常压外操间 朱建军/13505074616 

加氢裂化外操间 陈福祥/13665966181 

硫磺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干气回收外操间 柳文阳/13805976395 

6 个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主风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催化气压机外操

室 
王芳/13859788526 

S ZORB 装置外

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焦化装置外操室 王芳/13859788526 

团队办公室 王芳/13859788526 

3 个 烯烃业务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2 个 

芳

烃

团

队 

中控 苏尚春/13599795239 

212 苏尚春/13599795239 

5 个 

聚

烯

烃

业

务

团

队 

聚烯烃外操室 刘玲萍/13599170918 

9 个 

公

用

工

程

业

务

团

队 

现场外操室 1

（FAR）(020) 
杨志/15880865892 

现场外操室 1

（FAR）(021) 
林丽平/13505910729 

现场外操室 1

（FAR）(019) 
黄凤展/13860795679 

现场外操室 1

（FAR）(023) 
林永安/15059533586 

水汽中控室        

(022) 
黄伟彬/13505071659 

水汽中控室        

(025) 
吴宇斌/13959972018 

水汽中控室        

(028) 
郭燕清/15880900939 

水汽中控室        

(029) 
刘宗寿/13600770580 

水汽外线班        

(024) 
刘顺文/1385971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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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 

储

运

业

务

团

队 

中控 李娜/15859580695 

电子衡 李娜/15859580695 

铁路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沥青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液化气装车站 李娜/15859580695 

1 个 

码

头

业

务

团

队 

鲤鱼尾码头中控 汪昌明/15959898071 

2 个 
EO/
E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装车站 陈嵩海/27721376 

1 个 计量站 陈建平/87023292 

2 个 调度 陈军晖/13506019095 

8 个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6 个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8 个 HSE 部 黄美聪/13808529301 

1 个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1 个 财务部 刘斯韡/27355667 

1 个 总裁办 陈德山/18350737725 

1 个 党群工作部 陈萍/13859788613 

2 个 市场部 谢惟芳/27355713 

1 个 供应流通部 廖覃黎/27355615 

车 

辆 

类 

指挥车 

指挥车（丰田）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孟宪国/87799170 

指挥车（猎豹）非

特种车 
1 台 机关 王成宗/87799171 

消防车 

FL 消 1001  西格

那泡沫干粉联用车

（TLF60/60-60+3

00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2  沃尔

沃大功率泡沫车

（ZXF5380GXFP

M18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3  沃尔

沃 72 米高喷车

（SXT5420JXFJP

7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4  奔驰

25 米三项射流消防

车

（MX5340JXFJP2

5/SS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5  卢森

堡亚泡沫车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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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F12.001 型） 

FL 消 1006  豪泺

18 吨泡沫车

（BBS5320GXFP

M180ZP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7  气防

救护车

（YQFFH060A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8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1009  庆铃

泡沫运输车

（BX5160GXFPM

55W 型） 

1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FL 消 2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2  豪泺

15 吨泡沫干粉联用

车

（BBS5260TXFG

P10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3  威马

45 米高喷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4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5  解放

泡沫车

（SGX5260GXFP

M140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2006  奔驰

气防救护车

（SH5530XJH 型）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FL 消 3001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2  豪沃

18 吨泡沫车

（BX5320GXFPM

180HW1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3003  斯太

尔王泡沫/干粉联用

车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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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1256M4346F

型） 

FL 消 3004  威马

45 米举高车

（VEMA453TFL-E

型）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FL 消 4001  豪沃

16 吨泡沫车

（HXF5300GXFP

M16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2  斯太

尔王 290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3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FL 消 4004  斯太

尔王 266 泡沫车

（HXF5250GXFP

M120 型）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特种车 

华晨金杯（面包）

非特种车

（SY6521KSB 型）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全顺面包车

（JX6571TA-M3） 
1 台 防检 黄海波/8702304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BJ2023FI） 
1 台 战训 应杰/87023185 

北京吉普车非特种

车 

（BJ2023FI） 

1 台 机关 黄海波/87023045 

身体防护 

避火服 

12套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2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化学防护服

（TYCHEMRC） 

3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1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3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2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套 
公

用

团

队 

老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新污水外操室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老中控 陈文强/13720852770 

1套 辅锅外操室 郑育尾/13645910918 

1套 储

运

团

化剂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1套 应急库 蓝文俊/1348974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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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6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2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3套 EO/EG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24套 

消防

支队 

一大队（轻型） 林永宝/87025115 

20套 二大队（轻型） 张强/87025003 

10套 三大队（轻型） 陈祖辉/87025116 

8套 四大队（轻型） 林来荣/87976533 

隔热服 

3 套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2 套 

炼

二

团

队 

常减压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加氢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S-ZORB 廖志彬/13959973802 

2 套 催化主风机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焦化装置 廖志彬/13959973802 

1 套 公用团队 郑育尾/13645910918 

2 套 烯烃团队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套 聚烯烃团队 刘玲萍/13599170918 

3 套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2 套 EO/EG 团队 刘敬阳/27721372 

33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隔热服 

2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2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8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气密防化服 

6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1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4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防酸防碱服（175、

180/封闭式面罩）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酸碱连体防护服

及整体式头盔

（175、180/封闭式

头盔） 

2 套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防火服 6 套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20 双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呼吸防护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216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防毒面罩 MP3，82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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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MP4，87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5，55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MP7，79

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监测类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OWOO-Y-C

N-OO） 

2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3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便携式四合一气体

检测仪

（GASALERTMIC

ROCLIP XT）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4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便携式三合一气体

检测仪

（MC-0W00-Y-CN

） 

4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5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GAXT-H（H2

3 台 

S））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9 台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6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6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5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侦检类 

H2 6 台 S/CO二合一检

测仪

（MC2-06HM-Y/A

LTAIR）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8 台 科室 

战训/87023185 

防检/87023631 

气防/87023186 

氧气气体检测仪

（GAXT-X（O2

1 台 

）） 

消

防

支

队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氨气气体检测仪

（GAXT-A（NH3）） 
1 台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氯气气体检测仪

（GAXT-C（Cl2
1 台 

）） 
消防支队 林永宝/87025115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GAXT-M（CO）） 

1 台 消

防

支

队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便携式测报仪 

2 部 生产部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23 部 炼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48 部 炼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38 部 烯烃 许根有/13636992287 

29 部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10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61 部 公用工程 严云良/13859716892 



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35 

25 部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1 部 码头 汪昌明/15959898071 

22 部 维保 林荣霞/87023720 

3 部 质保 林荣霞/87023720 

11 部 维修计划 林荣霞/87023720 

40 部 仪表 林荣霞/87023720 

16 部 电维 林荣霞/87023720 

7 部 电运 林荣霞/87023720 

24 部 钳工 林荣霞/87023720 

18 部 综合维修 林荣霞/87023720 

2 部 技规设计 应燕/87023089 

5 部 技规工艺 应燕/87023089 

1 部 DCS 李铮/87023176 

25 部 HSE 胡韬/87023739 

61 部 消防 曾建文/15959898996 

19 部 化验 王付庆/87799090 

警戒类 

电瓶巡逻车

（SDY-6D\6 座） 
3 台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PC塑料长警棍（1.6

米）（PC 塑料材质

规格 1.6 米） 

30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胸叉（收 1 米，

展开：2.05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暴脚叉（收 1.2

米，展开：2.2 米） 
15 根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伸缩警棍（长度

20CM,展开长度

55cm，共三节） 

12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催泪喷雾器 5 瓶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盾牌 20 块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海洋

王 JW7116A） 
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爆手电筒

（JW7301/HL） 
1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防割手套 20 副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橡胶警棍 35 把 保卫 林燕忠/87789117 

救生类 

担架 

1副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2副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副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副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9副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个人安全绳 200 条 消防支队 曾建文/15959898996 

空气呼吸器 216套 生产团队操作室 曾建文/159598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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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ZKF6.8/30） 

空气呼吸器

（RHZKF6.8/30） 

78 套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40 套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31 套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7 套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救生圈 

2个 
EO
/E
G 

中控 刘敬阳/27721372 

1个 事故池 刘敬阳/27721372 

1个 雨水池 刘敬阳/277213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1瓶 码头团队 李坚/87799057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4kg） 
16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232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朱建军/13505074616 

柳文阳/13805976395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855瓶 炼二团队 

何道华/13505913171 

柯惠鹰/13805972184 

廖志彬/1395997380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64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朱华/138607969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4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3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9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41瓶 公用团队 

陈平平/13808529948 

陈文强/13720852770 

郑育尾/13645910918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678瓶 储运团队 陈泽龙/138507770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9瓶 码头团队 

王磊/13489893839 

张复君/15959898109 

林海山/15805972929 

石全亮/15880865161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44瓶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74瓶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39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ABC干粉灭

火器（8kg） 
196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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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64瓶 烯烃团队 许根有/13636992287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4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手提式9kg） 
30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

器（推车式25kg） 
9瓶 芳烃团队 苏尚春/13599795239 

手提式CO2
2瓶 

灭火器

（3kg） 
码头团队 林清松/15260496872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05972184 

手提式CO2
8瓶 

灭火器

（3kg） 
人力资源部 陈超鹏/87023796 

手提式CO2
152瓶 

灭火器

（3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020瓶 

灭火器

（3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4瓶 

灭火器

（5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156瓶 

灭火器

（5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手提式CO2
59瓶 

灭火器

（7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手提式CO2
98瓶 

灭火器

（7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CO2
22瓶 

灭火器

（24kg） 
技术部 应燕/87023089 

推车式CO2
21瓶 

灭火器

（24kg）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6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炼一团队 陈福祥/1366596618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67瓶 炼二团队 柯惠鹰/138597218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51瓶 烯烃团队 王钧/1386079826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1瓶 芳烃团队 班组人员/8702334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8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2瓶 码头团队 张复君/159598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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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13瓶 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5kg） 
15瓶 供应流通部 朱利国/13850777253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50kg） 
2瓶 聚烯烃团队 潘世安/13506905806 

清水泡沫灭火剂

（6%耐海水水成

膜） 

45.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清水泡沫灭火剂

（3%耐海水水成

膜） 

18.4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抗溶性泡沫灭火剂

（3%抗溶性水成

膜） 

4.6 吨 一大队 应杰/87025185 

沙袋（25KG） 

300 包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30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20 包 炼油二 唐盛强/13906090458 

200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20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铁锹 

50 把 库房 曾建文/15959898996 

25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10 把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锄头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铁镐 10 把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箩筐 77 只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围油栏（外径 90cm,

长 20m） 
2 条 公用 陈文强/13720852770 

消防手台泵

（VC52AS） 
2 台 一、二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固定式空气充气泵
(MCH16/ETS 

SILENT) 
2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移动式空气充气泵
(J3EH)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安全充气箱(CQX1) 1 套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超声波清洗槽

(QZ25-12 型
1065X515X850 ) 

1 台 气防站 曾建文/15959898996 

尼龙绳 5 条 EO/EG 刘敬阳/27721372 

尼龙绳 10m 47 条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白棕绳 110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涤纶绳 4cm 10.4kg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防火毯（长 50Ｍ,

宽 1.2M,厚 8MM 的

3 卷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40 米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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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 10 卷 聚烯烃 潘世安/13506905806 

2 卷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吸油毡 

146 包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1 包 EO/EG 刘敬阳/27721372 

3 袋 储运 蓝文俊/13489745599 

18 包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 包 芳烃 苏尚春/13599795239 

59 包 聚烯烃 陈龙/15859580659 

16 包 公用 陈平平/13808529948 

通信类 防爆对讲机 

5 部 生产部机关 唐莉/87023272 

30 部 总调 陈军晖/13506019095 

4 部 生产部运行管理 唐莉/87023272 

14 部 炼油一 梁沙平/13799595070 

60 部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59 部 公用工程 陈平平/13808529948 

54 部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10 部 码头 李坚/87799057 

53 部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39 部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43 部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21 部 EO/EG 马华程/27721370 

70 部 HSE 部消防支队 黄海波/87023045 

65 部 HSE 部安保团队 林燕忠/87789117 

72 部 机械设备部 林荣霞/87023720 

14 部 技术与规划部 应燕/87023089 

照明类 

升降式移动照明灯
(SFD6000E) 

1 台 
消

防

支

队 

一大队 林永宝/87025115 

1 台 二大队 张强/87025003 

1 台 三大队 陈祖辉/87025116 

2 台 四大队 林来荣/87976533 

海洋王灯具 110 个 炼油二 王芳/13859788526 

海洋王灯具 69 个 烯烃 林玲玲/13959973700 

海洋王灯具 58 个 芳烃 徐乐/13959902285 

海洋王灯具 17 个 聚烯烃 刘玲萍/13599170918 

其他类 

扁担 50 根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帆布 8m*6m 8 块 供应大楼 411 房 朱利国/13850777253 

编织袋 

 

5000 条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50 个 储运 李娜/15859580695 

雨布 350m 瑞晟编织袋厂 葛永峰/15059735761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齿形转盘收油机（ZSC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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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带式收油机（DXS40）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浮动油囊（FN5）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吸油毡（PP-2） 1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分散剂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WQJ1500） 400 米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WX1500）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PK1650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冲吸气机（FGC） 1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围油栏拖头（1500 围油栏） 2 套 青兰山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SCGa—B10 ) 

1 台 青兰山操作室 王磊/13489893839 

海面溢油监控报警设备(slicksleuth) 1 套 青兰山 30 万吨码头 王磊/13489893839 

高压热水清洗机(BCH-0917)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王磊/13489893839 

转盘式收油机(ZSY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绳式收油机`(SS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浮动油囊(FN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溢油分散剂(GM-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分散喷洒装置(PS40C)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轻便储油罐(QG5)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QW1100 充气式围油栏及卷绕架

(200m/套)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GCA 充吸气机(800m3/h)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PK1630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B-415 手提风机(EB-4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SC40 喷洒装置(PSC4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N5 浮动油囊(5m3)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DX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XS15-02D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XS15-02D)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 上行带式收油机(DSS15)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DSS15-02C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DSS15-02C)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FYN-5 浮动油囊(5m3) 1 只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海环 1#溢油分散剂(20kg/桶) 26 桶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PP-2 吸油毡(20kg/包) 35 包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离心泵(HYDRAUUC PRESSVRE 

200RAR（2900PSI）)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螺杆泵(DH-32E)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真空收油机(ZK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凸轮转子泵(XZ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齿轮泵(CLB-5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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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围油栏(200m/套)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栅栏式围油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防火围油栏(200 米) 一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盘式收油机(ZSL-20) 2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刷式收油机(SSL-2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自由浮式收油机(Y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小型多功能收油机(DSJ-30) 1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毡(PP-2) 2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吸油拖栏(SWL-1100)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普通型分散剂(MH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浓缩型分散剂(GM-2) 1 吨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冷水清洗机(CJC-1113)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高压热水清洗机(HDS1000DE) 1 台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固定浮子式橡胶围油栏(WGJ900) 186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定位连接浮筒(DWT900) 20 套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75kg)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100kg) 6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围油栏浮漂 2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不锈钢 φ12mm） 7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钢丝绳绳卡（不锈钢 φ12mm） 9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8mm） 1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聚乙烯绳（φ22mm） 4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锚链（φ12mm） 25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各种规格卸扣 105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动力艇（300HP）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集油船（300T） 1 条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锄头 2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铁锹 31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镐头 14 把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编织袋 150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14＃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20＃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8＃铁丝 20KG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麻绳 200 米 鲤鱼尾应急库房 刘东辉/1350601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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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本专项预案所指的水体污染事件是指：我公司储罐区、装车台和生产

装置区域发生油品或其它危险化学品跑、冒、漏，油品或其它危险化学品

进入外排雨水明渠而导致或可能导致的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水体污染事件没有固定的排放方式和排放途径，具有爆发的突发性、

扩散性，形式多样，时间有限，危害严重及处理处置艰巨等明显特点，水

污染事件影响范围大，后果短期内不易消除，甚至会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

毁灭性灾难。 

我公司储罐区、装车台和生产装置区域的油品或其它危险化学品（毒

性物质、腐蚀性物质、易燃易爆物质等）若发生泄漏，进入外排雨水明渠，

将导致水体污染事件。油品或其它危险化学品一旦进入外排雨水明渠，由

于其不可控因素较多，还有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中毒或其它危险。外排

雨水明渠最终汇入湄洲湾，污染事故若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影响范围难以

估量，将造成大面积的水域污染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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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应急组织体系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

指挥中心办公室、现场应急指挥部、部门/团队应急组织、专家组及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组成，详见图 2.1。具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图 2.1 应急组织体系 

政府部门、社

区与传媒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对外联络小组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 
（总调度室） 

职能部门 

生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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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小组 

应急抢修小组 

应急物资小组 

图示： 
 

管理流程走向 
信息流程走向 
技术支持走向 

后勤服务小组 

对外联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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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1）在污水处理场及氧化塘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对主要污染物

进行 24 小时在线监测，监测数据引入 DCS 控制系统，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除此之外，检测中心每日对排放污水进行人工采样监测。 

（2）操作人员定时对污水处理系统和外排雨水监控池进行巡检，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若必要可启动应急预案。 

（3）在污水处理场排放口和氧化塘污水排放监控池安装了在线监测系

统，对排放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包括石油类、氨氮、COD）进行 24 小时

在线监测，监测数据引入操作控制室实施 24 小时监控，保证污水合格排放。 

3.2 预防控制措施 

（1）污水系统实行“清污分流，污污分治”，避免各系统互串。 

（2）装置含油污水管道采用密闭重力流敷设，含油污水汇集至 12 座

污水提升池后由泵密闭送往污水处理场调节罐。污水提升池对装置产生的

排水有一定的缓冲能力，既使污水处理场有较稳定的进水，免受突然的冲

击，又便于在管理上及时查明非正常状况的来源，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全厂污水提升池见表 3.1。 

表 3.1 全厂污水提升池设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m) 数量 容积(m3) 

1 芳烃泵站 6×3×5 1 90 

2 部分氧化泵站 8×3×5 1 120 

3 乙烯泵站 8×3×5 2 240 

4 聚乙烯泵站 6×3×5 1 90 

5 聚丙烯泵站 6×3×5 1 90 

6 化工罐区 6×3×5 3 270 

7 新炼油装置区 6×3×5 3 270 

合计 12 1170 

（3）在污水处理场设置多个污（雨）水调节罐，用于调节非正常工况

排放的污水，当遭遇突发事件，污水处理场来水水质或水量超过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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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利用调节罐的收储能力，对污水处理进行调节，避免对污水处理

的冲击。 

（4）公司在炼油新区与化工区建有 2 个总容积 70000m3

（5）鲤鱼尾库区现有一座 50000m

的外排雨水监

控池（同时可以收集事故污水），防止事故污水或带油雨水流入雨水排海明

渠，外排雨水监控池由公用工程业务团队负责运行管理。加强污水处理系

统的运行管理，采取DCS控制系统对操作参数进行监控并适时调整，保证

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平稳运行。 
3的氧化塘和一座 10000m3

（6）在库区雨水入海口设置拦截措施，防止污染雨水或泄漏的油品入

海。 

的排放监

控池，氧化塘中污水停留时间可达 3 天以上，可作为污水排放系统最后一

道应急储存库。 

（7）对靠泊作业的油轮施放围油栏，禁止油轮乱排污水入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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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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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故状态下的废水开展

应急、跟踪监测。环境日常/应急监测计划、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见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3 预警行动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水体污染事件报告后，根据水体污染事

件的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1）通知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和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响应准备。预警信息

的内容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预估的溢油量、已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让相关人员作好应急准备。发布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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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通知相关部门与公用工程业务团队、码头业务团队负责人，相关部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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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业务团队负责人再通知其他相关人员。 

（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跟踪事态的发展，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

汇报、请求宣布预警解除或启动应急响应。 

（3）发生或可能发生Ⅳ级事件时，发出蓝色预警，相关业务团队或公

用工程业务团队做好三级应急响应准备。 

（4）发生或可能发生Ⅲ级事件时，发出黄色预警，相关业务团队或部

门做好二级应急响应准备。 

（5）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事件时，发出橙色预警，相关业务团队和部

门做好一级应急响应准备；并根据要求向泉港区政府报告，必要时请求支

援。 

（6）发生或可能发生Ⅰ级事件时，发出红色预警，相关业务团队和部

门做好一级应急响应准备；并根据要求向泉港区政府报告，必要时请求支

援。 

（7）预警级别可根据事态的发展进行调整或解除，现场应急终止，预

警解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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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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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公司所属各单位发生各类、各级水体环境污染事件或获得水体环境污

染事件信息时，应立即按照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图 4.1 信

息报告与通知程序”进行报告。公司 24 小时值守电话如下： 

总调：（870）23042、（87）789148 

消防总机：119（内部电话，全厂通用），（87）799119 

气防总机：120（内部电话，全厂通用） 

厂区、EO/EG 装置、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治安报警：（87）789110 

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在事件发生后按规定

时限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

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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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报告内容 

（1）当公司发生水体污染事件时，应立即报告。初报可直接电话报告，

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团队名称、发生时间、地点和部位、污染物种类与性质、数量、泄

漏规模、污染情况及发生的原因； 

②水体污染波及范围；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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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员伤亡情况； 

④已采取的措施； 

⑤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趋势等初步情况。 

（2）在处置过程中，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将事件进展情况随时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续报，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事态进展情况、已采取的处理措施和处理效果； 

②预测污染物的扩散趋势和路径； 

③是否采样和取证； 

④现场发生次生或衍生事故的可能性； 

⑤应急人员到位情况； 

⑥救援物资储备、需求情况； 

⑦现场气象条件（水流速和流向以及水温、风向及风速）； 

⑧污染情况； 

⑨人员疏散情况和交通管制情况； 

⑩救援请示等。 

（3）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处理结果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

上，报告事件的处理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

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

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事故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

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长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及

有关部门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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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的沟通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水体污染事件的影响程度及公司现有的应急设备和能力，公司将

水体污染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应急响应。其中一级响

应级别最高，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三级响应级别最低，仅需

要码头业务团队和协议单位参与应急。参见表 4.1 的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对

照表。 

表 4.1  突发水体污染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水体污染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I 级（特别重大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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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

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重大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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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级（较大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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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

或全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Ⅳ级（一般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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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 仅需要业务团

队参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根据水体污染事件分级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即Ⅳ级事件启动三级响

应，Ⅲ级事件启动二级响应，Ⅰ级和Ⅱ级事件启动一级响应。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三级应急响应一般由属管区域业务团队和专业救援队伍或专业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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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队伍参与处置； 

（2）属管区域业务团队接到报告后迅速组织应急人员到达现场，进行

污染源调查，控制污染源，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同

时分析污染事故的发展趋势，在组织抢险救援的同时，及时向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和专业救援队伍报告； 

（3）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进行核实及分析，判断

和确定事件的等级，若确认突发水体污染事件为Ⅳ级事件，公司应急指挥

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直接指令事件发生团队和专业救援队伍或专业抢

修队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跟踪事态发展，做出扩大或终止应急的决定。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 

（1）二级应急响应一般由属管业务团队和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专业救

援队伍或专业抢修队伍参与处置。 

（2）属管区域业务团队接到报告后在第一时间开展先期应急处置，组

织团队应急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污染源调查，控制污染源，疏散可能受到影

响的人员，分析事件的发展趋势，及时将事件情况报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和专业救援队伍。 

（3）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向相关职能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发出

黄色预警信息，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并请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4）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并指定现场应急指挥部指

挥长。 

（5）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发出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指令，通知相关职能

部门和受影响的区域开展应急。 

（6）各应急响应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应急人员、设备或物资到达

现场，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司其责。 

（7）现场指挥部及时将现场处置情况向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应急指

挥中心领导报告，以供决策。若污染源已得到控制，受污染区域不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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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保持应急处置直至应急终止；若污染源不可控，污染区域继续扩大，有

可能发展成为Ⅱ级水体污染事件，则应加强应急响应能力或作出一级应急

响应决定。 

4.4.2.3 一级应急响应 

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

关人员。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1）一级应急响应一般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处置。社会应

急力量在处置过程中受我公司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提供配合与协助。 

（2）属管区域业务团队和公用工程业务团队接到报告后在第一时间开

展先期应急处置，组织团队应急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污染源调查，控制污染

源，疏散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分析事件的发展趋势，及时将事件情况报

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和专业救援队伍。 

（3）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向相关职能部门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发出

橙色预警信息，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并请求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4）应急指挥中心决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并指定现场应急指挥部指

挥长。 

（5）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发出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指令，通知相关职能

部门和受影响的区域开展应急，向泉港区应急管理办公室报告事件情况，

请求协助应急工作。 

（6）公司各应急响应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应急人员、设备或物资

到达现场，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司其责。 

（7）现场指挥部及时将现场处置情况向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应急指

挥中心领导报告，以供决策。若污染源已得到控制，受污染区域不再扩大，

则保持应急处置直至应急终止；若污染源不可控，污染区域继续扩大，则

应进一步加强应急力量，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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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强对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

督管理，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

提高水体污染事件的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水体污染

事件的发生。 

（2）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根据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的范围、性

质和危害程度，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统一领导下，各团队、各部门按照

预案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水体污染事件应急处理的相关工作。 

（3）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人员、物资储备，

增强反应能力。建立与地方政府、地方环保部门以及公司内部信息交换网

络，保证信息传递快速、通畅。 

（4）依靠科学，反应及时，措施果断。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提高预

防和应对水环境污染事件能力，加强培训演练，及时、果断地处置水环境

污染突发事件。 

5.2 应急处置措施 

现场处置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防止引发次生火灾、爆炸事故，

防止污染扩大。根据此原则，按职责分工同时或有秩序地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 

控制污染源。首先查清污染物的来源，根据其产生的原因，采取关闭

阀门、切断受损设施内的进料或转出受损设施内的物料，或者紧急抢修堵

漏泄漏点等措施，减少污染物质的跑损量，避免污染物进一步产生，同时

将污染物质尽可能引入污水系统，流入污水处理场进行处理。 

5.2.1 各生产区域内事故水封、堵、调、储策略 

5.2.1.1 公司生产厂区 

（1）循环水场暂停排污。事故状态下，暂停循环水系统反冲洗水排放，

以减少事故水收集、储存的压力。 

（2）装置分流污水。事故状态下，提高含硫污水净化水回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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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置、罐区封堵调水方案： 

①15 单元罐区发生或可能发生Ⅱ（公司）级环境污染事件，且污水流

入 8 号路明沟： 

封堵：封堵点 3。 

调水：打开 8 号路南侧、储运团队中控室对面“重油罐区含油污水池”，

在 8 号路明沟储运中控室旁架设临时泵向含油污水系统调水。 

②芳烃联合装置连续重整单元发生或可能发生Ⅱ（公司）级环境污染

事件，且污水流入装置边靠 4 号路雨水篦子： 

封堵：封堵点 3。 

调水：打开芳烃联合装置含油污水井盖，在连续重整区域附近架设临

时泵向含油下水系统调水。 

③其他装置或罐区发生或可能发生Ⅱ（公司）级环境污染事件，且污

染物流入装置边沟： 

封堵：在装置或罐区的边沟总排口进行封堵。 

调水：装置通过开启清污分流设施、架设临时泵将跑冒污染物回收进

含油污水系统。 

罐区应立即关闭防火堤的雨水阀，开启罐区内下水井、架设临时泵将

跑冒污染物回收进含油污水系统。 

④调水应注意事项：将跑冒污染物回收进下水系统时应注意控制流量，

防止因流量过大导致下水井冒；调水过程中应使用防爆工具，架设临时泵

应使用防爆电源、防爆临时泵；处理含有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的污染物

应佩戴空气呼吸器；处理强酸、强碱等污染物应穿戴好防酸碱工作服。 

5.2.1.2 EOEG 厂区 

（1）罐区暂停脱水。事故状态下，暂停 EOEG 生产区罐区脱水，以减

少事故水收集、储存的压力。 

（2）装置、罐区封堵调水方案： 

①乙二醇（EG）中间罐区发生或可能发生Ⅱ（公司）级环境污染事件，

且污染物流入罐区明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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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封堵点 4、封堵点 5。 

操作：及时关闭罐区防火堤出口阀；立即倒罐或送出，降低事故罐存

量；防火堤内泄漏物料联系真空车回收或用桶收集；无法回收的物料，用

消防水进行稀释后引入初期雨水池。 

②操作应注意事项：外操和维修人员处理漏点时必须穿相应的防护服、

鞋和手套，佩戴防毒面具。现场所用工具必须为防爆工具。 

5.2.1.3 鲤鱼尾库区 

（1）罐区暂停脱水。事故状态下，暂停鲤鱼尾库区内各罐区的脱水，

以减少事故收集、储存的压力，水量：9t/h（平均排放量）。 

（2）库区内封堵分流措施： 

①立即关闭罐区防火堤的雨水阀，将污水引入南库区污水处理场。 

②进入污水处理场的污水经隔油池等设施后，通过污水泵输送至污水

收集罐。 

③开启清水泵将溢入清水池的污水送到空压舱水罐。 

④若污水收集罐满，可利用污水处理场低洼地临时贮存。 

5.2.1.4 青兰山库区 

（1）通过倒罐等操作将事故储罐内物料进行安全转移，减少可能泄漏

物料量； 

（2）保持防火堤外雨水排放阀处于关闭状态，首先依靠事故储罐防火

堤收集泄漏物料及消防水； 

（3）关闭库区雨水明沟外排闸板，同时利用沙袋等紧急封堵库区各雨

水明沟厂界排口，封堵库外雨水进入库区通道； 

（4）如事故水溢出防火堤，则利用库区周边应急围堰收集拦截事故水，

避免事故水进入外界影响周边海域。 

5.2.2 厂界外封堵策略 

（1）正古溪水系。若 1#雨水监控池或者 2#雨水监控池内泄漏污染物

量大，已越过闸阀进入正古溪水系： 

①立即关闭 1#或 2#雨水监控池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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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渗漏点下游下水井架设潜水泵，将渗漏废水回收到 2＃雨水监控池。 

③在正古溪分段施放围油栏，其中，在距明渠土洞出口约 100 米处布

设了一道围油栏，在正古溪入海闸板处布设一道围油栏，在明渠入海口处

布设二至三道围油栏；所有围油栏围住的污油均以吸油毡覆盖，并收集、

处理。 

④关闭正古溪入海闸板。 

（2）施厝溪水系。若西区排洪沟泄漏污染物量大，已越过西区排洪沟

闸板，进入施厝溪水系： 

①立即组织抢险队赶赴其下游的封堵点，采取措施控制污染物蔓延。 

②如果泄漏的是油品，则分段投放围油栏、吸油毡等，防止油品进入

下游；如果泄漏的是溶于水的危险化学品，则立即联系泉港区南埔镇政府

关闭“施厝溪”闸门，抢险组负责检查确认是否落实并汇报应急指挥中心；

封堵抢险组分别在施厝溪相关节点采用沙包筑坝、投放防渗漏塑料布等办

法，防止污水进入下游。 

（3）开展环境空气、水体应急监测。应急监测人员紧急开展环境空气

监测、水体取样监测，主要测试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和水中油含量，以

便对警戒区域的划定、水体封堵点的设置提供依据。 

（4）划定警戒区域。现场指挥部根据应急监测数据，指挥划定警戒区

域，防止无关人员或车辆进入危险区域。 

（5）疏散周围社区人员，协调政府或社区疏散人员。根据监测结果，

若需要的话，采取此措施。 

（6）组织应急人员、设备、设施回收污染物。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污

染物清理小组人员，利用可以采取的设备设施，在落实防护措施、确保作

业安全的情况下开始回收污染物，回收的污染物可以引入污水处理系统，

或作为危险废物由 HSE 部安排处理。 

（7）随着应急工作的深入，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对现场应急工作

进行评估，以决定下一阶段需采取的措施。主要评估：应急措施是否正确、

有效，应急人员和设备、物资是否足够，现场应急指挥是否得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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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现场应急工作可以终止，终止指令由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或应急指挥中心领导作出： 

（1）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股东公司环境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2）污染事件已得到控制，引发污染事件的原因已经消除。 

（3）现场污染物已经得到回收、处理，现场已经清理干净或经监测已

经达到规定限值以下。 

（4）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环境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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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或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安排部署对

水体污染事件开展后续处置工作。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回收污染物的处置。 

（2）事件调查分析与报告。按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4

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2 号）》和公司《事故管理标准》开展事件调查，若需

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件调查组并展开事件调查

工作。若环境污染事件达到国家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参见《国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应按事件报告程序在

规定时间内报告调查处理结果。 

（3）若事故对社区环境造成了污染，应指令职能部门对受污染的区域

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寻求地方环保部门的配合，达成补偿协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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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 

（6）必要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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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1）水体污染：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超过了水体的自净能力，

导致其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水的利用价值，

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2）次生灾害：灾害链中最早发生的起作用的灾害称为原生灾害；而

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出来的灾害则称为次生灾害。如火灾、爆炸引起大量危

险化学品泄漏、产生大量消防废水，造成水体污染事件等。 

（3）清污分流、污污分治：清污分流，是将高污染水和未污染或低污

染水分开，清、污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污污分治，是将不同性质的废水

分别进行治理。 

8.2 预案实施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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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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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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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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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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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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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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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水体污染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3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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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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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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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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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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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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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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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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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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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物资与装备 

附表 2.1  水体污染事件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表 

序号 名称 数量/单位 责任单位或存放地点 备注 

1 应急救援车 1 辆 
消防队 

含陆上收油机 1 套 

2 移动柴油发动机 1 台  

3 收油车 1 辆 承包商 按合同履行 

4 收油船 2 艘 兴通海运公司 按合同履行 

5 潜水泵及配管 3 台 

供应流通部 

 

6 防爆接电箱 3 台  

7 活性炭 30m  3 

8 编织袋 1000 条 编织袋厂 

9 铁锹 100 把  

10 清洗剂 50 瓶  

11 溢油分散剂 3t 

码头业务团队 应急设备库 
12 吸油毡 10m3 

13 收油拖把 2 台 

14 喷洒装置 PS40 

15 便携式检测仪 4 台 
产品质量中心 

 

16 水中油分析仪 1 台  

17 连体下水作业服 3 套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公用业务团队库房 

18 海沙 若干 装置 各团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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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海底管道概况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底管道为连接青兰山原油库区和鲤鱼尾

油库区的海底原油输送管道，位于湄洲湾西侧海区。从青兰山后屿岛西侧

下海，穿越湄洲湾西南部海域，在公司 10 万吨专用油码头南侧登陆，进入

联合石化鲤鱼尾油库区。管道路由全长 13.1 公里，其中陆地部分 0.4 公里，

海底部分 12.7 公里，管道直径φ711mm，海底管容 4816.9 立方米。 

该管道是将青兰山原油库区储存的中、轻质原油输往联合石化鲤鱼尾

油库。沿路由水深 0～38.5m。该管为常温管道，不保温，采用单层管结构，

为满足管道在海底的稳定要求，管道配有混凝土胚中层。埋设深度为 1.5 米。

海底管道外防腐采用加强级黑色 3 层 PE 防腐，总厚度为 3.2mm，其中底层

熔结环氧粉末涂层厚度为 150μm，中间层胶粘剂层 170～250μm，防腐管

两端预留（无涂层）的长度为 140±10mm，且聚乙烯层端面形成小于或等

于 30℃的倒角。阴极保护采用牺牲阳极法。屋内防腐，壁厚考虑 3mm 腐蚀

余量。设计使用寿命 35 年。 

（1）设计参数 

①钢管规格：φ711mm×15.9mm API 5L×60UOE 直缝钢管 

②屈服强度：414Mpa 

③壁厚制造误差：1mm 

④腐蚀余量：3mm 

⑤实际压力：1.5Mpa 

⑥操作温度：常温 

⑦试验压力：1.875Mpa 

⑧安装温度：最高 40.8℃，最低-2.3℃ 

⑨输送介质密度：0.835～0.865kg/mm

⑩设计流量：2400m

3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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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道路由控制点坐标 
控制点 X 坐标 Y 坐标 

鲤鱼尾登陆点（D） 2784885.984 40396538.163 
转点 1（Q） 2783319.999 40397361.807 
转点 2（P） 2777843.750 40398359.375 

青兰山下海点（B） 2772785.772 40399905.287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底管道由生产部码头业务团队使用和负

责日常管理。 

1.2 事故类型 

由于海底管道敷设于海底，输送的介质为未经处理的中、轻质高含硫

原油，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因为设计施工缺陷、腐蚀作用、风浪与海流作

用、外力破坏（落物冲击、海上工程施工、船舶起抛锚作业）、地震等影响

而发生管道局部破裂等事故，导致管道内输送的原油外溢污染海区环境。 

1.3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石油进入海洋后造成的污染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危害是非常

严重的。一起大规模溢油污染事故能引起大面积海域严重缺氧，使大量鱼

虾、海鸟死亡；浮油被海浪冲到海岸，粘污海滩，造成海滩荒芜，破坏海

产养殖和盐田生产，污染、毁坏滨海旅游区；若清理不及时，还易引发爆

炸和火灾，酿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溢油形成的油膜会

大大降低海水与大气的氧气交换速度，从而降低海洋生产力，破坏海洋的

生态平衡；石油中的芳香烃类化合物极易进入水中并且长时间停留，在生

物体内长期累积，通过食物链，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溢油沉降到海底后，

会危及海底栖生物和甲壳类生物的正常发育；而且沉降到海底的石油经微

生物分解后，密度变小，会重新浮到海面。因此，一次大的溢油事故造成

的影响会延续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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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应急组织体系按照公司《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

职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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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1）码头业务团队负责海底管道的运行和海底管道所在海域的溢油监

控工作。 

（2）采取的技术性监控措施和管理措施有： 

通过 HKH 管道泄漏监测报警系统 24 小时对海底管道的运行参数进行

监控。原油输送过程中发现管道运行压力突然下降时，及时报告并查找原

因，如需要的话派出消拖轮沿海底管道路由进行巡查，确认是否发生海底

管道泄漏事故； 

设置溢油远程监控系统：在青兰山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鲤鱼尾 10 万

吨级原油码头和新建成品油码头设置溢油监测点及现场声光报警器，监控

中心设在鲤鱼尾库区中控室内，监控点和监控中心之间采用中国移动基站

无线通讯方式，组建成监控网络系统。该系统是一套针对水上漂浮油膜进

行远程、实时、全天候、全自动的综合监测报警系统。监控区域一旦发生

溢油，有溢油在监测水域出现，如果超过设定厚度时，现场安装的声光报

警器便立即报警，首先提醒码头现场的操作人员和港口安全员到达现场察

看溢油情况，同时监控中心的监视海图上也会有设定的声光报警，提示溢

油报警超标，并可以给相关责任人手机发送报警短消息，提醒有溢油险情。

码头溢油监控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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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每天对海底管道路由海域至少进行一次巡检，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并报告； 

（4）对岗位操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加强管理，认真按操作规程操作，

防止人为失误； 

（5）加强海底管线的检查、监控,包括应用先进的检验、检测、维修、

泄漏探测及控制技术, 定期检查牺牲阳极，定期请专业队伍对海底管线进行

水下检查，提高监控能力, 预防泄漏事故的发生； 

（6）加强与海事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加大宣传活动，禁止工程船舶、

作业渔船在管道路由附近进行施工作业与抛、起锚活动； 

（7）对海底管道每年进行一次年检，每五年进行一次特检。 

3.2 预警行动 

（1）所有单位和个人发现海面溢油时，均有义务立即向码头业务团队

调度报告，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24 小时值班电话：（870）23404，（87）789106。 

（2）码头业务团队调度接到报告后，立即电话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总调度室），24 小时值班电话：（870）23042、（87）789148。报告

团队经理，通知相关岗位和海上溢油应急回收服务单位相关人员予以确认。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接到海底管道事故溢油报

告后，根据初步估计的溢油量、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发出预

警信息： 

①发布海底管道事故预警信息，通知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和相关部门做

好应急响应准备。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预估的溢油

量、已采取的措施等内容，让相关人员作好应急准备。发布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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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业务团队负责人，相关

部门与码头业务团队负责人再通知其他相关人员； 

②指令码头业务团队启动团队应急预案，并通知公司相关职能部门进

入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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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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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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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码头业务团队在本辖区内发现海底管道溢油事故，应按图 4.1 信息报告

与通知程序进行报告。公司 24 小时值守电话如下： 

总调：（870）23042、（87）789148 

消防总机：119（内部电话，全厂通用），（87）799119 

气防总机：120（内部电话，全厂通用） 

厂区、EO/EG 装置、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治安报警：（87）789110 

达到需上报地方政府或海事部门的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应指示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向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构、港务管理局、海事

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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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1）码头业务团队发现海底管道溢油事故，在启动本团队海底管道溢

油应急预案的同时，应立即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报告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事故发生的时间、位置、估计溢油量、扩散面积与方向； 

②事故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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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2）团队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及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处置进展情况。报告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①现场气象、水文条件（潮汐、海涌、海浪、流速、流向、风向、风

速、水温等）； 

②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③估计海底管道损坏情况、事故源的控制和处置情况； 

④预测溢油的扩散趋势和漂移路径； 

⑤事件现场周围环境敏感区分布、环境保护目标及其优先保护次序； 

⑥是否采样和取证； 

⑦交通管制情况； 

⑧现场物资储备情况； 

⑨救助请求。 

（3）对于已经向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构、港务管理局、海事部门报告

的海底管道溢油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还应及时向其报告处置进展情

况以及是否需要支援、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援。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事故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

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主管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及

有关部门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具

体内容沟通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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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底管道的设计、运行和已有的监控措施、事故可能的溢油量、

公司现有的应急设备和能力，公司将海底管道溢油事故分为Ⅰ、Ⅱ、Ⅲ级，

对应的响应级别由高到低为一级、二级、三级应急响应。其中一级响应级

别最高，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三级响应级别最低，仅需要码

头业务团队和协议单位参与应急。参见表 4.1 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对照表。 

表 4.1 海底管道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重大/特大污染事故）：溢油量在 50 吨以上，或满足

下列条件之一的：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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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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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造成 1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急人的生命安全，或者

1 人以上中毒（重伤）； 
④受到主流媒体关注和（或）涉及社区的中等严重环保事件； 
⑤涉及公众疏散撤离的中等严重环保事件。 

一级 

需要全公

司和社会

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较大污染事故）：溢油量大于 10 吨不足 50 吨，或满

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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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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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危急人的生命安全，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中毒（重伤）； 
④损失弥补修复成本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 
⑤涉及媒体、社区或造成高度危险化学品的严重泄漏； 
⑤很可能导致以上后果的环保事件。 

二级 

需要几个

部门或全

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Ⅲ级（一般污染事故）： 
①溢油量不足 10 吨，且事故发生在非敏感区域，水面溢油不

会威胁环境敏感区和岸线，动用业务团队与协议单位溢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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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后不用潜水可以抢修的海底管线部分； 
③损失弥补修复成本 30 万元人民币以下。 

三级 

仅需要业

务团队和

协议单位

参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根据海底管道事故分级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Ⅲ级事件启动三级响应，

Ⅱ级事件启动二级响应，Ⅰ级事件启动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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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1）当确认事故分级为Ⅲ级、仅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时，公司应急指

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通知生产部组织码头业务团队开展应急处置工

作，机械设备部组织专业队伍抢修；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团

队应急人员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事态，切断泄漏源（停

泵、关闭海底管线前后阀门），派出消拖轮和协议单位对溢油情况进行侦察，

对出现溢油的海区进行警戒，组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油的扩散； 

（2）应急指挥办公室跟踪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当现场预测事故可能升

级或应急资源不足时，应及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请求扩大应急。并通过

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关人员。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1）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

措施控制事态，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停泵、关闭海底管线前后阀门），派出

消拖轮和协议单位对溢油情况进行侦察，对出现溢油的海区进行警戒，组

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出油品的扩散； 

（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跟踪现场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当现场预测事故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时，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

容、应急响应级别通知相关人员，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3）由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指派现场指挥长，现场指挥长立即赶赴现场，

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调配应急资源，统一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4）根据保护重要目标和限制油污扩散的原则，迅速组织开展应急处

置，禁止无关船只进入溢油区域，熄灭溢油区域内船只上的明火，防止溢

油向环境敏感区域及海岸线扩散，组织溢油回收； 

（5）在应急处置过程中随时对应急处置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如果

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或应急资源不足，应及时提请应急指挥中心扩大应

急，向政府或海事部门请求社会应急支援。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1）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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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控制事态，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停泵、关闭海底管线前后阀门），派出

消拖轮和协议单位对溢油情况进行侦察，对出现溢油的海区进行警戒，组

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出油品的扩散； 

（2）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根据现场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及时对情况

做出判断，若投入的应急资源和力量不能控制事态，事故溢油面积进一步

扩大，可能对敏感目标造成威胁时，应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请求

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3）应急指挥办公室通过应急短信平台将事件内容、应急响应级别通

知相关人员。 

应急指挥办公室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 

（4）应急指挥中心下令启动海底管道溢油一级应急响应，指令相关单

位立即向地方政府应急指挥办公室和海事部门报告，请求应急支援； 

（5）配合地方政府或海事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制订处置方案，

投入更大的应急资源和力量，各负其责，迅速开展应急处置，直至达到应

急终止条件。 

4.4.2.4 应急响应级别变更 

应急响应一般由三级到二级、直至一级，逐步扩大响应级别。应急响

应与处置过程中，现场指挥长应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判断，是否需要提高应

急响应级别、扩大应急。 

若海底管道事故溢油量发现时就达到Ⅰ级标准，应急指挥中心接到报

告后应直接命令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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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居安思危，预防为主 

建立海底管道事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和应急响应队伍，配备相应的应

急设备与物质，加强对海底管道及所在海域的监控，一旦发现海底管道发

生事故，可迅速作出应急反应，控制事故扩大和清除溢油污染。 

（2）以人为本，减少危害 

把保障员工和公众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调用所需资源，采取

必要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海底管道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对

海洋环境的污染。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根据溢油量、扩散范围及危害程度，对海底管道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和责任在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参与应急响应行

动。 

（4）依法规范，措施果断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海底管道事故应急机制，对突发

的海底管道事故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地处置以控制污染、降低事故损

失。 

5.2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通知消拖轮赶赴现场实施警戒。警戒溢油区域，撤离无关船

舶，禁止船只在溢油区域通行；禁止在现场明火作业，防止火灾事件发生。

如果发生次生火灾，采取隔离和疏散措施，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火灾危险区

域，并合理布置消防和救援力量； 

（2）尽快切断溢油源，对海底管道进行抢修作业，阻止事故的扩大。

海底管道损伤修复方法详见附件 4； 

（3）根据溢油事件发生的位置、范围、溢油种类、溢油量等情况，确

定是否需要人员疏散，若需要则组织疏散受影响区域内的人员； 

（4）组织生产、技术等有关部门和专家制定具体的溢油控制和清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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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案。根据溢油量、油品污染危害的特性、事件发生的位置确定敏感区

和易受损害资源保护的优先次序，制定保护行动对策并实施布控，决定采

取应急设备和人员的投入程度，迅速组织调集清污队伍、浮油回收设备展

开溢油控制和清除工作。溢油控制和清污作业程序如下： 

①切断溢油源：海底管道溢油事故发生后，首先以果断的措施切断溢

油源； 

②围控溢油：只要海况允许，用最快速度利用围油栏进行围控，根据

具体情况立即布放一道或数道围油栏，防止溢油继续漂移扩散； 

③回收海面溢油：尽可能依靠机械的方法将围控的浮油回收，回收时

可用浮油回收船、撇油器、油拖网、油拖把、吸油材料以及人工捞取等； 

④强制消除残余溢油：当大量溢油已经回收，剩余的油膜难以用上述

设备或方式回收时，使用消油剂将残余溢油强制消除，使用消油剂时，应

按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化学消油剂使用规定》要求实施； 

（5）组织专家根据监视监测结果、现场气象、海况条件、水文条件和

溢油预测模型等信息对溢油去向、数量、范围和扩散规模进一步评估。根

据溢油事件状况及现场应急资源情况，如果需要的话，请求福建省政府应

急指挥中心协调邻近港口或海区支援，确定应调集的力量和行动方案； 

（6）组织有关环境监测部门，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标准和规范对溢油和

受溢油污染的水域及资源进行跟踪监测。 

5.3 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1）海底管道溢油应急处置人员（兴通海运员工）必须适应海上作业

环境，身体健康，懂得海上作业注意事项，穿戴好救生衣等劳动防护用品。

围油栏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关作业资格证明，持证上岗。 

（2）溢油设备操作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现场必须要有专人监护，

防止意外人身伤害事故，如人员落水及时呼叫进行抢救。 

（3）溢油回收操作时，使用防爆工具，小心拖缆作业，防止火灾和爆

炸事故的发生。 

（4）应急人员应正确使用收油器回收海面污油，溢油收完后，对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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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星油滴可喷撒溢油分散剂，喷撒时注意人身安全，避免人员中毒，减

少海上污染。 

（5）所有船舶的清污和救护人员应尽量处于溢油的正上风向，关闭船

上不必要的进风口，消除所有可能的火源，采取措施防止易燃气体进入居

住舱室和机舱处所。 

（6）应急处置过程中做好戒严措施，禁止无关人员和船舶进入溢油区

域内，清污工作应在浮油的边缘区开始，清污人员应听从指挥，在许可情

况下方可进入浮油区域内。 

（7）作业人员要注意潮水涨落，防止围油栏漂移影响航道或围油栏设

施脱落。 

（8）一旦意外发生火灾，消拖轮应迅速对火场进行施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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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1.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2）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向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报告，请求终止现场应

急； 

（3）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下达终止命令，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宣布

应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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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或财产损失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经公司总裁班子同意，由 HSE 部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报告。 

（2）现场取证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事故管理规定开展事故调

查，若需要成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

开事故调查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组织专业队伍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

确认污染消除为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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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救治受伤人员、申报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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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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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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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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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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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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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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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
870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

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

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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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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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

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

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

值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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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

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

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

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
时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

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海底管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4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

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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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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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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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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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22589320，2258981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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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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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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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

有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

区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消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

经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

公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

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

头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

业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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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海底管道相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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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海底管道总体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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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海底管道损伤修复方法 

（1）水上焊接修复 

水上焊接修复的过程是先在水下将管道切断或切除破损段，然后将两

管端吊出水面，焊接好修复短节部分，做好NDT检验和涂层后再放回海底。 

水上焊接修管作业中需要的关键设备是工程船舶。要求船舶上带有舷

吊，吊升之前必须做详细的应力分析，吊升时，要能控制舷吊以保证管道

在安装分析计算中的曲率及剖面。对于厚壁管，应严格控制应力不超过安

全水平。 

这种修复方法不需要特种机器和设备，修复迅速。整个修管作业与管

道正常敷设安装的过程相同，可以将管道修复控制在大气中进行，也可用

于与管道敷设时相同的内外防腐层，能达到较高的修管质量，保证管道原

有的整体性。但此种修管方法对天气较为敏感，需特别注意管道修复中的

突发事件，例如天气变化、舷吊失控、气包失灵等情况，这些极易对管道

造成新的损伤。 

（2）水下修复 

①水下干式高压焊接修复 

水下干式高压焊接的修复过程是先切除破损段，然后在水下安装工作

舱、焊接舱、工作舱内配有动力电源照明、通讯、高压水喷射、起重、气

源、紧急救助等系统。先在工作舱内注入与海域水深相同压力的高压气体，

形成干式环境，然后修复管端、安装短节，进行水下干式焊接。修复所需

设备主要有潜水支持母船、干式焊接舱、饱和潜水系统、对齐框架、管夹

及固定系统、切割及清理工具、深 ROV 和隔断球或塞子等。该方法多用于

水面焊接不能实现、要求保证管道原有整体性或使用其它方法受限制的地

方，还可用于修复管道的附属结构。水下干式高压焊接修复方法可以将管

道修复控制在高压舱内进行，可以应用于与管道敷设时相同的内外防腐层，

不需排空整条管道，能达到最高的修管质量，可保证管道原有的整体性。

但此种修管方法需要特种潜水员或具备干式高压资质的焊工配合工作同时

需要特种设备和仪器，例如特种焊机、水下切割工具、水下结构安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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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等。目前国际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行此种修复作业，修复时间较

长，费用昂贵。 

②水下机械连接器修复 

机械连接器包括一系列管端固定和机械密封构件，是可以提供长度调

节和角度调节的一种水下管道修复设备。修复时先切掉破损段，再在管端

安装 A 形支吊架，用以固定卡子、调节管端对齐，再去除各种涂层，将机

械接头放置在管端或短节上，对齐、安装紧固机械连接器，最后进行外部

试压测试，达到合格。机械连接器修复所用设备与水下干式焊接修复基本

相同，其优点是，不需要特种设备，修复时间短，节约费用。但由于修复

中没有焊接，机械连接器虽可以提供机械强度，但耐用年限较短（一般不

超过 15 年）。且不能保证原有管道的整体性。 

③水下机械式三通修复 

水下机械式三通修复的程序是，先将水下干式舱安装就位，随后对管

道破损段进行清理测量；在甲板上将机械式三通、三通阀门和开孔机安装

在一起，降低管道操作压力，以减少泄漏量，便于拆除临时卡子；向干式

舱内注入清水，拆除临时卡子；将机械式三通安装在管道上，坚固螺栓，

并进行压力测试；然后进行开孔，将管道损坏部分取出，并将另一完好管

道放置在相同位置；最后将开孔机及三通阀拆除，安装盲法兰，对管道进

行防护处理。所用设备包括水下干式工作舱、工程船舶、拖轮、交通艇、

潜水设备、安全消防设备、救生设备、供电照明设备、电气焊作业设备、

机械式三通、三通阀门以及开孔机等。此种修复方法适用于悬浮质较多，

浑浊度较大的海域，也可满足不停输抢修的要求，能达到较高的修复质量

保证管道原有的整体性。但此种方法容易受海洋环境的影响，且干式舱内

气体不易扩散。机械三通是由 TDW 公司开发研制的用于水下石油天燃气管

道不停输开孔封堵的技术专利。 

④法兰修复与外卡修复 

法兰修复就是利用原有的法兰或切除破损段后在管端安装特种法兰，

在中间短节两端用旋转法兰或球法兰进行连接。外卡修复是在泄漏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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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外安装紧固件（外卡），外卡两端有金属机械密封，可达到修复管道，

防止泄漏的目的。 

法兰修复主要用于原有管道法兰连接处破损的情况，也有破损的平管

段选用法兰连接修复。法兰修复的程序、所用设备与机械连接器修复相似，

其优点也是节省时间，减少损失。 

外卡修复主要用于破损较小的管道修复，例如腐蚀穿孔修复等。所用

船舶较小，费用较低，方便快捷，但仅适用于管道操作压力较低和安全等

级较低的管道修复。 

⑤水下环氧树脂套筒修复 

将两个半圆的与原始管道等级相当的管筒套在海底管道的损伤处，然

后将这两半套筒对接并焊在一起，最后在套筒与海底管道的环隙之间注满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套筒修复法是英国公司（British Gas Pipeline Intigrity 

International）最新推出的一种对管道损伤处进行加强与支撑的修复方法，

不仅适用于管道漏失处的修复，也适用于经检验发现的腐蚀坑、裂纹等损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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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应急设备与物资清单 
名称 购买时间 存放地点 数量 规格 

高压热水清洗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齿形转盘收油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ZSC40 

下行带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DXS40 

浮动油囊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FN5 

吸油毡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PP-2 

溢油分散剂 2011年10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GM-2 

分散剂喷洒装置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PS40C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400 米 WQJ1500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WX1500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PK1650C 

冲吸气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FGC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2009年 青兰山操作室 1 台  

高压热水清洗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转盘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ZSY20 

绳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SS20 

浮动油囊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FN5 

溢油分散剂 2011年10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GM-2 

吸油毡 2011年10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3 吨 PP-2 

轻便储油罐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QG5 
QW1100充气式围油栏及卷

绕架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QW1100/200m 套 

充吸气机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台 FGCA充吸气机 

围油栏动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PK1630D 围油栏

动力站 
喷洒装置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PSC40 喷洒装置 

浮动油囊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FN5 浮动油囊

/5m
3
 

下行带式收油机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 下行带式

收油机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02D下行

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02D下行

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SS15-02C上行带

式收油机动力站 
浮动油囊 2003 年 8 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只 FYN-5浮动油囊 

GTC75 离心泵 2011.3.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GTC75，柴油机

395F，功率 ：32KW
液压流量：84L/min 
液压压力：250 bar 
液压油管：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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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200 应急卸载泵（螺杆

泵） 
2010.12.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TDS200，速度：

0-600 rpm 吃水：

700 mm (28 in) 尺
寸（含泵）：2260 x 

2040 x 1050 
mm (89 x 80 x 41 

in) 重量：泵90 kg 
(200 lbs) 收油机

总重：170 kg (375 
lbs) 

ZKZ50 真空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ZKZ50，柴油机：14.5KW、

3000rpm 卸载能力：50m3/h 
极限压力：- 2.02m3/min 最大

抽气：0.044Mpa 真空管口径

：A2",C12"（∮50）输油管：

∮100×10m 输油管快速接头：

C4″ 输油管：∮100×10m 

凸轮转子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XZB50，柴油机：21KW、

3000rpm 转子泵流量：50m3/h 
入口/出口压力：-0.6bar/2.4bar 

压差：3 bar 
转速：550 rpm 最大扬程：30m 
最大吸程：8m以上吸油管：∮

100×30m 排油管：∮100×30m 
输油管快速接头：C4″ 

齿轮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KCB-483.3 

快速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200m/套 

栅栏式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 米 栅栏式围油栏400米 

防火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0米 防火围油栏200米 

小型盘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2套 ZSJ20 

小型刷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SSJ20 

自由浮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YSJ30 
小型多功能 

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DSJ30 

吸油毡 2011.6 鲤鱼尾应急库房 2吨 PP-2 

吸油拖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米 吸油拖栏 

普通型分散剂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吨 CS-Y17常规型 

浓缩型分散剂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吨 CS-Y17浓缩型 

冷水清洗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台 CJC-1113 

HDS1000DE高压 
热水清洗机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台 

HDS1000DE，驱动：Yanmar
柴油机水流量：7.5-15L/mi 工
作压力：4-20Mpa 最高进水温

度：140/80℃机器功率：

7.4KW/10.0HP 燃油消耗：

5.6kg/h 机器重量：185Kg 尺
寸：1130×750×855mm 

紫外监控报警设备 2011.9 鲤鱼尾应急库房 3套 
可对设定水域进行溢油远程、

实时 
监控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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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本预案所指的海上溢油事件是指福建联合石化公司所属鲤鱼尾油库区

和码头、青兰山油库区和码头所在海域、海底管道发生的突发性溢油事件，

当上述海域附近发生的溢油事件可能造成该海域污染时也适用本预案。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海底管道敷设于海底，输送的介质为未经处理的中、轻质高含硫原油，

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因为设计施工缺陷、腐蚀作用、风浪与海流作用、外

力破坏（落物冲击、海上工程施工、船舶起抛锚作业）、地震等影响而发生

管道局部破裂等事故，导致管道内输送的原油外溢。码头储油罐区储油量

巨大，输油管线庞杂，可能因安全生产事故或操作失误导致油类物质泄漏

入海；部分市政管网和河流与海相通，可能出现陆上溢油沿市政管网和河

流排放入海。 

石油进入海洋后造成的污染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危害是相当

严重的。一起大规模溢油污染事故能引起大面积海域严重缺氧，使大量鱼

虾、海鸟死亡；浮油被海浪冲到海岸，粘污海滩，造成海滩荒芜，破坏海

产养殖和盐田生产，污染、毁坏滨海旅游区；若清理不及时，还易引发爆

炸和火灾，酿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海上溢油的油膜会

大大降低海水与大气的氧气交换速度，从而降低海洋生产力，破坏海洋的

生态平衡；石油中的芳香烃类化合物极易进入水中并且长时间停留，在生

物体内长期累积，通过食物链，最终危害人体健康；溢油沉降到海底后，

会危及底栖生物和甲壳类生物的正常发育；而且沉降到海底的石油经微生

物分解后，密度变小，会重新浮到海面。因此，一次大的溢油事故造成的

影响会延续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为预防海上溢油事件的发生，在鲤鱼尾 10 万吨级原油码头、新建成品

油码头以及青兰山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均设置有溢油监控报警探头，并将

信号引入中心控制室；在青兰山至鲤鱼尾的原油海底管线，配备了压差声

纳监测控制系统，该系统信号引入青兰山中心控制室；操作人员每天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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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认真执行巡检制度；在鲤鱼尾油库、青兰山油库、码头配备满足相

关规范要求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一旦发生海上溢油，立即作出应急反

应，按规定进行报告，采取应急措施，切断危险源，紧急关闭相关生产设

施，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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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应急组织体系按照公司《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

职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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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1）码头业务团队负责本辖区范围内油品储运设施的监控，包括港口、

码头、油船、临水油库、海底管道等。认真按操作规程操作，防止人为失

误。加强海上（临海）设施和管线的检查、监控，包括应用先进的检验、

检测、维修、泄漏探测及控制技术，提高监控能力，预防泄漏事故的发生。 

（2）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协议，每天对海底管道路由海域至少进行一次

巡检，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并报告； 

（3）在青兰山与鲤鱼尾码头泊位安装了 3 套紫外监控报警设备，对设

定水域进行溢油远程、实时监控和报警； 

（4）对靠泊作业的油轮委托第三方按要求施放围油栏，禁止到港作业

的油轮排放污水入海，将油轮上的含油污水泵入库区污水处理场处理合格

后排放； 

（5）公司在炼油新区与化工区建设了 2 个总容积 70000 立方米的外排

雨水监控池，同时可以收集事故污水，防止事故污水或带油雨水流入雨水

排海明渠。外排雨水监控池由公用工程业务团队负责运行管理； 

（6）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落实相关应急资源，按要求开展应急

演练。 

3.2 预警行动 

（1）所有单位和个人发现海面溢油或有可能造成海上溢油时，均有义

务立即向码头业务团队调度报告。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24 小时值班电话：（870）

23404、（87）789106。 

（2）码头业务团队调度接到报告后，立即电话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总调度室），24 小时值班电话：（870）23042、（87）789148。报告

团队经理，通知相关岗位和海上溢油应急回收服务单位相关人员予以确认。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接到海上溢油事故报告后，根据初步估

计的溢油量、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发布海上溢油事件预警信息，通知相关单位或业务团队进入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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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的内容包括：预警级别、响应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区域

或范围、应重点关注的事项和建议采取的措施等内容。发布方式：可通过

调度电话、内部网络、电视及短信服务等形式。 

（4）指令相关业务团队启动团队应急预案，并通知公司相关职能部门

进入预警状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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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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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1）码头业务团队在本辖区内发生（发现）海上溢油事件，应立即按

照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

报告。公司 24 小时值守电话如下： 

总调：（870）23042、（87）789148 

消防总机：119（内部电话，全厂通用），（87）799119 

气防总机：120（内部电话，全厂通用） 

厂区、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 

治安报警：（87）789110 

（2）按规定达到需上报地方政府或海事部门的事故，公司应急指挥中

心办公室应立即报告地方政府、海事部门，若需要其他社会救援机构参与

救援还应通报其他社会救援机构。 

 



海上溢油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7 

 
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1）码头业务团队团队发生（发现）海上溢油事件，在启动本团队海

上溢油应急预案的同时，应立即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报告应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溢油事件发生的单位、时间、位置、溢油源、溢油种类、溢油量； 

②人员伤亡情况； 

③事件简要情况； 

泉港区政府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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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2）在处理过程中，应将进展情况随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

告。报告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①现场气象、水文条件（潮汐、海涌、海浪、流速、流向、风向、风

速、水温等）； 

②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③预测溢油的扩散趋势和漂移路径； 

④溢油事件现场发生火灾和人身伤亡的可能性； 

⑤事件现场周围环境敏感区分布、环境保护目标及其优先保护次序； 

⑥是否采样和取证； 

⑦石油设施损坏情况； 

⑧周边居民分布状况及疏散情况； 

⑨交通管制情况； 

⑩现场物资储备情况； 

⑪救助请求。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事故现场人员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器（有毒气体报警、可燃气

体报警、火灾报警等）、对讲机报警、口头向当班主管报警等。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通知事故发生

点周围区域团队和人员做出预防措施，同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

总经理。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泉港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及

有关部门报告。 

事故信息“按照公司 OIMS9.1 《事件管理标准》中的事件告知流程执

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公司与外界新闻舆论信息具体内容沟

通的负责人由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和调度总经理负责。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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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上溢油事故可能的溢油量、公司现有的应急设备和能力，公司

将海上溢油事件分为Ⅰ、Ⅱ、Ⅲ、Ⅳ级，Ⅰ、Ⅱ级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为

一级、Ⅲ级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为二级、Ⅳ级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为三级

应急响应。其中一级响应级别最高，需要全公司和社会力量参与应急；三

级响应级别最低，仅需要码头业务团队和协议单位参与应急。参见表 4.1 海

上溢油事件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对照表。 

表 4.1 海上溢油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级别对照表 
事件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Ⅰ级（特大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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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 

需要全公

司和社会

力量参与

应急 

Ⅱ级（重大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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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级（较大污染事故）： 
突发海上溢油量大于 1 吨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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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溢油源，并能围控和清除海面

溢油。 

二级 

需要几个

部门或全

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IV 级（一般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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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围控和清除海面

溢油。 

三级 

仅需要业

务团队参

与应急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1）三级应急响应一般由生产部组织码头业务团队处理，可参照二级、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作出相应规定； 

（2）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

措施控制事态，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组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出油品的扩散； 

（3）按本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逐级报告海上溢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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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4）确认海上溢油事件为三级应急响应后，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总调度室）负责组织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开展应急处理工作； 

（5）现场应急指挥部预测事件可能升级，或应急资源不足，及时向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请求扩大应急。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1）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

措施控制事态，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组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出油品的扩散； 

（2）按本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逐级报告海上溢油事件

信息；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组织专家调查确认，进行

综合评估，确认事件等级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 

（4）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下令启动海上溢油二级应急响应，成立现场应

急指挥部，立即赶赴现场，统一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5）根据保护重要目标和限制油污扩散的原则，迅速组织开展应急处

置，控制无关船只进入溢油区域，熄灭溢油区域内船只上的明火，防止溢

油向环境敏感区域及海岸线扩散，组织油品回收； 

（6）在应急处置过程中随时对应急处置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如果

不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或应急资源不足，应及时提请应急指挥中心扩大应

急，向政府或海事部门请求社会应急支援。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1）码头业务团队在事发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理，采取紧急

措施控制事态，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组织施放围油栏阻止溢出油品的扩散； 

（2）按本预案“图 4.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逐级报告突发海上溢油

事件前期信息； 

（3）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组织专家调查确认，进行

综合评估，确认事件等级并向应急指挥中心领导报告； 

（4）应急指挥中心下令启动海上溢油一级应急响应，立即向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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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办公室和海事部门报告，同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立即赶赴现

场； 

（5）配合地方政府或海事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制订应急处置

方案，迅速开展应急处置。控制无关船只进入溢油区域，熄灭溢油区域内

船只上的明火，防止溢油向环境敏感区域及海岸线扩散，组织油品回收； 

（6）现场指挥部应随时评估应急处置方案的有效性，如果不能有效控

制事态的恶化， 

应及时请求扩大应急，快速组织调集更多更有效的应急设备、物资赶

赴现场救援。 

4.4.2.4 应急响应级别变更 

当海上溢油难以控制或有扩大趋势，有可能威胁环境敏感区和岸线、

或处置职能不在本级应急指挥部门、需要政府或上一级应急指挥部门支援

时，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向应急指挥中心请求提高应急响应级别、扩大

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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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建立海上溢油应急组织指挥系统和应急反

应队伍，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加强港口、码头、油船、临水油库、海底

管道等的监控，一旦溢油事故发生，可迅速作出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溢

油污染。 

（2）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员工和公众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

任务，调用所需资源，采取必要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海上溢油事件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及对海洋的污染。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根据溢油量、扩散范围及危害程度，对溢

油事件进行分级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和责任在应急指挥中心统一

指挥下参与应急响应行动。 

（4）依法规范，措施果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海上

溢油应急机制，对突发和可能发生的海上溢油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

效地处置以控制污染。 

5.2 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通知消防船赶赴现场实施警戒。警戒溢油区域，撤离无关船

舶，禁止船只在溢油区域通行；禁止在现场明火作业，防治火灾事件发生。

如果发生次生火灾，采取隔离和疏散措施，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火灾危险区

域，并合理布置消防和救援力量； 

（2）尽快切断溢油源，阻止事故的扩大； 

（3）根据溢油事件发生的位置、范围、溢油种类、溢油量等情况，确

定是否需要人员疏散，若需要则组织疏散受影响区域内的人员； 

（4）根据溢油量、油品污染危害的特性、事件发生的位置确定敏感区

和易受损害资源保护的优先次序，实施布控，迅速组织调集清污队伍、浮

油回收设备展开溢油控制和清除工作。溢油控制和清污作业程序如下： 

①切断溢油源：溢油事件发生后，首先以果断的措施切断溢油源；如

果是海底输油管线发生泄漏事故时，应迅速停止输油作业，并尽快查找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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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点，采取措施进行封堵； 

②围控溢油：只要海况允许，用最快速度利用围油栏进行围控，根据

具体情况立即布放一道或数道围油栏，防止溢油继续漂移扩散； 

③回收海（水）面溢油：尽可能依靠机械的方法将围控的浮油回收，

回收时可用浮油回收船、撇油器、油拖网、油拖把、吸油材料以及人工捞

取等； 

④强制消除残余溢油：当大量溢油已经回收，剩余的油膜难以用上述

设备或方式回收时，经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后使用消油剂将残余溢油强制消

除，使用消油剂时，应按照《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化学消油剂使用规定》要

求实施。 

（5）组织专家根据监视监测结果、现场气象、海况条件、水文条件和

溢油预测模型等信息对溢油去向、数量、范围和扩散规模进一步评估。根

据溢油事件状况及现场应急资源情况，如果需要的话，请求福建省政府应

急指挥中心协调邻近港口或海区支援，确定应调集的力量和行动方案； 

（6）组织有关环境监测部门，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标准和规范对溢油和

受溢油污染的水域及资源进行跟踪监测； 

（7）根据现场处置情况、评估结果及监测数据，适时决定现场应急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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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经应急处置后，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向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报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可下达应急终止指令： 

（1）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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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得到有效控制，清污工作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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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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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终止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应急行动总结。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

组织做好应急行动的总结工作。 

（2）事件报告。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政府的事

故报告标准时，按相关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3）事故调查。按照政府及公司的有关规定开展事故调查，若需要成

立调查组则应指定调查组长单位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展开事故调查工作。 

（4）评估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若事件对环境敏感区造成了影响，

还应开展跟踪监测工作，直至确认影响消除为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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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善后赔偿。对受到溢油事件影响，事实上遭受到损失或损害的单

位或个人进行经济补偿。 

（7）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救援能力，必要时修订完善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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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本应急预案由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编制并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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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表 1.1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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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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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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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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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公司内部应急人员通讯联络表 
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总裁班子 

总裁 安文佑 87799297/27355603 18659922878 

总裁行政助理 廖颖琦 87023905/27355612 18959211727 

副总裁 尤思福 87789126/27355606/870
23903 13400600551 

副总裁行政助理 吴小霞 87023305/27355629 15759574175 

副总裁 林栩 87023998/27355015 15859728598 

副总裁行政助理 蒋一鸣 87023030/27355628 13599796663 

副总裁 赵天星 87799216/27355022 13959719315 

副总裁行政助理 陈德山 87789129/27355895 18350737725 

工会主席 杨洪斌 87789168/27355617 
27355006 18695669998 

总裁办主任 骆泽辉 87799263/27355623 13859789328 

生产部 
炼油总经理 林斌 (87)789183 13808529606 

化工总经理 季厚平 (870)23056 15859729068 

储运及调度总经理 康庆山 (87)789151 13808529816 

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运行经理 王忠龙 (87)799138 13959902795 

能源主管 吴忠生 87023166 13805909560 

操作员培训主管 蔡榕峰 87023270 13959819983 

操作完整性 

操作完整性支持经理 程贤德 87023689 13959902201 

MSOI 主管 陈畅行 87023165 15960439823 

OIMS 组长 桂华 87023132 13859787090 

作业票专家 彭国华 87023773 13859718958 

OIMS 管理员 连稳南 87023776 13599209303 

总调及对外事务 

调度经理 陈军晖 (870)23856 13506019095 

对外事务经理 陈伟忠 (87)799191 13506019188 

倒班经理 谢平聪 (87)789148 13959878530 

倒班经理 吴学文 (87)789148 13625980781 

倒班经理 陈秀林(代) (87)789148 13960490575 

倒班经理 万文广 (87)789148 13850776020 

炼油 1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潘奇闻 (870)23260 13959902417 

PCL 陈福连 870)23409 13505973316 

PCL 刘永敏 (870)23628 15859730292 

PCL 陈展礼 (870)23246 1355959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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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PCL 祝贞旺 (870)23633 13860797103 

作业票协调员 罗时俊 87023249 13805970450 

TCL 王明华 (870)23250 15959950077 

MCL 吴钦辉 (870)23253 13960338958 

炼油 2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周胜军 (870)23257 13805947287 

PCL 檀卫林 (870)23311 13860797100 

PCL 陈平 (870)23367 13959973372 

PCL 杜辉 (870)23381 13506040539 

作业票协调员 唐盛强 (87)799169 13906090458 

TCL 杨成武 87023687/24014 13559021232 

MCL 庄灿忠 (870)23707 13505911599 

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史枝成 (870)23329 15159536661 

PCL 朱华 (870)23342 13860796920 

PCL 王钧 (870)23261 13860798261 

作业票协调员 许根有 (870)23723 13636992287 

TCL 韩立洪 (870)23681 13799596178 

MCL 唐诚 (870)23596 13860795291 

芳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江正丰 (870)23271 13960336648 

PCL 林斌 870)23266 13960337568 

PCL 蔡义良 (870)23267 13599793176 

作业票协调员 苏尚春 (870)23328 13599795239 

TCL 黄盛鹏 (870)23268 13645911667 

MCL 黄立群 (870)23533 13599793676 

聚烯烃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韩晓宏 (870)23999 15905937127 

PCL 陈光昱 (870)23265 15980322366 

PCL 陆军 (870)23240 13859716306 

作业作业协调员 潘世安 (870)23895 13506905806 

TCL 李泽普 (87)799079 15905937201 

MCL 张清宇 (870)23565 13799897615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张爱新 (870)23390 13860799681 

PCL 陈文强 (870)23890 13720852770 

PCL 戴先进 (870)23692 15880865587 

PCL 陈平平 (870)23104 13808529948 

PCL 郑育尾 (870)23258 136459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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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作业票协调员 严云良 (870)23391 13859716892 

TCL 李永吉 (870)23299 13859717028 

MCL 邱丽生 (870)23472 15959996205 

储运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陈玉辉 (87)799167 13505098461 

PCL 张宏河 (87)799278 13599987600 

PCL 陈泽龙 (87)799201 13850777096 

作业票协调员 蓝文俊 (870)23500 13489745599 

TCL 姚养鹏 (87)799193 15959580318 

MCL 庄伟彬 (870)23475 13960337221 

码头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郑恒仁 (87)799156 13600779632 

PCL 刘保荣 (87)799120 13805947852 

PCL 吴财华 (87)799121 13505098415 

作业票协调员 俞光南 (870)23401 13906098660 

TCL 邱吉彬 (870)23740 13774879703 

MCL 陈风兴 (870)23402 13559417198 

EOEG 业务团队 

团队经理 段小卫 27721501/27721569 15980416791 

PCL 马华程 27721370 13959963591 

作业票协调员 张建清 27721369 13905967830 

TCL 林华辉 27721506 15859450400 

MCL 高靖 27721511/27721556 15860594808 

机械设备部 

总经理 张华平 (87)799200 13685915658 

副总经理 李吉 (870)23896 13600773908 

副总经理 刘翔 (87)799173 13808529981 

MCL 经理 杨鹏飞 (87)799020 15880900992 

维修计划经理 戴卫民 (870)23517 13850776223 

维修计划主管 刘立忠 (870)23529 13799597899 

预决算主管 罗清 (870)23520 13599226502 

项目实施与质保经理 陈颖锋 (87)799022 13505976758 

钳工经理 郎树山 (87)799127 13860798816 

综合维修/支持经理 李洪泉 (87)799228 13805974237 
维修调度 24 小时值

电话 
 (87)799176 15359618293 

电气维修经理 陈峻 (87)799155 13506079470 

电气运行经理 柯宁 (870)23360 13505078071 

仪表/分析经理 陈文勇 (870)23559 13960491712 

大检修经理 张迎春 (87)799175 1385070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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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静设备主管 林建东 (870)23537 13959710863 

动设备主管 曾华平 (870)23705 13665997768 

仪表主管 肖霖 (870)23205 13506040508 

技术与规划部 

总经理 唐礼焰 (87)789191 13959719001 

副总经理 候赛因 (870)23066 18650003688 

副总经理 蔡锡平 (870)23058 13959711519 

副总经理 郑双 (870)23053 13959902302 

计划经理 陈志远 (870)23995 13959819289 

DCS 经理 李铮 (870)23176 13505096143 

信息系统经理 李伟玲 ((87)789100 13850778513 

信息系统应用主管 柯震宇 (870)23800 13665999380 

信息系统开发主管 胡鑫 (87)799096 13960339322 

产品质量中心经理 林敏亮 (87)799159 13959973481 

质量主管 陈德全 (870)23566 13959711798 

化验主管 崔雅莉 (87)789143 13505073608 

化验班长室(24 小时

值班) 
 (870)25226  

 (870)25227  

项目管理与设计经理 黄琼志 (870)23711 13600766600 

HSE 部 

总经理 麦志华 （870）23908 13959744260 

副总经理 王阶平 (87)789172 15759725715 

副总经理 刘晓晖 （87）799219 13805992679 

公共关系主管 郑晓丹 (870)23128 13959719930 

系统与培训经理 但鑫 (870)23018 13906090439 

安全经理 杨尚智 87023686/87976376 13960337006 

环保与卫生经理 梁生于 (870)23768 13506017111 

环保主管 黄建华 (870)23766 15859580895 

医疗顾问 黄美聪 (870)23008 13808529301 

消防与气防经理 孟宪国 (87)799170 13665998928 

保安副经理 孟宪国（兼） (87)789119 13665998928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总经理 袁华东 87789155/27355861 13506019358 

副总经理（行政） 贺蓉梅 87799001/27355631 13959710529 

行政经理 吕薇 87799004/27355648 13959719872 

行政后勤主管  87023679/27355636  

车辆管理 罗晓玲 87023666/27355632 13675991857 

供应流通部 

总经理 郑祖芳 27355777/27355778 159859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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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岗位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副总经理 海森 27355800  

物资供应经理 陶景 27355803 13805972760 

综合管理主管 乐章峰 27355848 13859715182 

化工三剂采购主管 陈松水 27355838 13805947076 

电仪采购主管 吴晋安 27355796 13808529656 

原油采购经理 陈少峰 27355808 13599205699 

监控管理经理 张叶贵 27355818 13805926668 

服务采购经理 李志斌 27355804 13960336179 

市场部 
总经理 梁山峻 87789162/27355711 13671611682 

副总经理 汪泓 27355712 13859716155 

物流客服经理 方亚苏 87023851/27355734 13506040752 

营销经理 杨伟红 27355726 13860795722 

党群工作部 

主任 李刚 87789133/27355907 1598031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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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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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安监局 87971529，87971329（传真） 24 小时值班转接 

泉港区环保局 87971602，12369  

泉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87979560，87979598（传真）  

泉州市泉港区卫生局 0595-8797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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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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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海关驻肖厝办事处 0595-68166295 

查验科吴志伟科长

（13906993500）；科员杨

伟俊（13860746300）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分

院 
0595-87977291、87971552  

南埔镇中心卫生院 0595-87783807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82021 

 

后龙镇 
镇政府值班室：
0595-87731567 

 

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

限公司 
0595-87089009 协议海上溢油回收单位 

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0595-87798959、
0595-87798323 

 

福建瑞晟石化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0595-87976295  

惠安县 

惠安县安监局 0595-87380119  

惠安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0595-87382387  

惠安县环保局 0595-87382156  

惠安县卫生局 0595-87382166  

惠安县公安消防大队 0595-87332873  

惠安县医院 0595-68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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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 

泉州市安监局 22305121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泉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科 
22589320，22589817（传真）  

泉州市环保局 22594110，0595-12369  

泉州市卫生局 0595-227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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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第一医院 0595-22277620  

泉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0595-22596119  

福建省 

福建省安监局 0591-87521854 
危化品特大事故应急救援

24 小时值班电话 

福建省应急救援中心 0591-87671763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安处 

0591-87809144 

0591-87808954（传真） 
 

福建省环保厅 
0591-87869808 
0591-28089293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咨询中心：0532-83889090（24 小时值班） 

兴通海运公司：0595-87089009（24 小时值班），15985951231（陈），18965778009

（黄） 

 

附表 1.4 公司周边省内危险化学品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及信息 

序号 名称 人数 车辆 所在地 
队伍负

责人 
联系电话 

1 
福建省湄洲湾氯碱工业有

限公司消防队 
15 3 泉港区 魏雄贵 13959973409 

2 
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区

消防大队 
51 7 泉港区 王智德 13054087337 

3 泉州市振戎石化消防队 17 2 泉港区 陈培元 18150575981 

4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消

防支队 
116 14 惠安县 年浩 18965550615 

5 
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

专职消防队 
58 6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吴绍华 18760690119 

6 
海腾码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专职消防队 
26 4 

漳州古雷港经

济开发区 
宋俊宝 13959819073 

7 
福建中海油应急抢维修公

司（油气管道） 
116 6 莆田市仙游县 王建国 15860063020 

8 东南电化专职消防队 20 3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马良栋 1370594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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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耀隆化工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郭文均 13655005775 

10 中景石化专职消防队 25 6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苗辉 15280199921 

11 
福州市江阴建滔化工码头

有限公司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魏林贵 18860185911 

12 闽海能源专职消防队 15 2 
福清江阴工业

集中区 
黄雄辉 13960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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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上溢油应急注意事项 

（1）海上溢油应急处置人员（兴通船务员工）必须适应海上作业环境，

身体健康，懂得海上作业注意事项，穿戴好救生衣等劳动防护用品。 

（2）在溢油事故的应急反应行动中，现场作业人员应优先考虑人员、

船舶的安全，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事故升级，要特别注意防止火灾和爆炸

事故的发生。 

（3）溢油设备操作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现场必须要有专人监护，

防止意外人身伤害事故，如人员落水及时呼叫进行抢救。 

（4）溢油回收操作时，使用防爆工具，小心拖缆作业，防止火灾和爆

炸事故的发生。 

（5）汽油船发生溢油后，拖船不准随意启动，使用防火防爆设施，并

有警戒线阻止港池内民船随意通行。 

（6）发生溢油事故时，应急人员应立即正确使用收油器回收海面污油，

溢油收完后，在围油栏操作的海面上喷撒化油剂，喷撒时注意人身安全，

避免人员中毒，减少海上污染。 

（7）溢油操作的所有船舶清污和救护人员应尽量处于溢油的正上风向，

关闭船上不必要的进风口，消除所有可能的火源，采取措施防止易燃气体

进入居住舱室和机舱处所。 

（8）溢油港池内，做好戒严措施，禁止无关人员和船舶进入浮油区域

内，清污工作应在浮油的边缘区，听从指挥，在许可情况下，方可进入浮

油区域内。 

（9）作业人员要注意潮水涨落，防止围油栏漂移影响航道或围油栏设

施脱落。 

（10）一旦意外发生火灾，消拖轮应迅速赶往现场，并对火场进行施

救灭火，服从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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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消油剂的使用原则 

（1）所使用消油剂必须是环保型； 

（2）非紧急情况，不能使用消油剂； 

（3）如必须使用时，须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向地方环保局、地方海事局

和港务监督部门申请，说明消油剂的牌号、计划用量和使用地点，经批准

后，方可使用； 

（4）消油剂的使用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执行，不得随意增加用量。每

个溢油点（两溢油点间距小于 1000 米者为一个溢油点）的消油剂一次性使

用量不得超过规定数量。 
海区 一次性使用量 备注 

东海和南海 消除 2 吨溢油使用普通型消油剂 0.7～
0.9 吨 大于 10 米水深 

（5）喷洒应从上风头开始，向下风处进行；先向油膜周边喷洒，逐渐

向油膜中部进行；利用风浪、船首波、螺旋桨或排水等搅拌作用，亦可借

助水龙射水或拖带搅拌装置对喷洒部位水面进行搅动； 

（6）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使用消油剂： 

①油膜厚度大于 5mm； 

②溢油为易挥发的轻质油品，而且预计油膜迁移至敏感区域之前即可

自然消散； 

③溢油在海面呈焦油状、块状、蜡状和油包水乳状物（含水 50%以上）

以及溢出油的粘度超过 5000mp•s； 

④海域水温低于 15℃（可在低温环境下使用的消油剂除外）； 

⑤溢油发生在养殖区、经济鱼虾繁殖季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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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海上溢油应急设备与物资清单 

附表 4.1  公司海上溢油应急设备与物资清单 
名称 购买时间 存放地点 数量 规格 

高压热水清洗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齿形转盘收油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ZSC40 

下行带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DXS40 

浮动油囊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FN5 

吸油毡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PP-2 

溢油分散剂 2011年10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GM-2 

分散剂喷洒装置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PS40C 

充气式橡胶围油栏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400 米 WQJ1500 

带液动绞盘集装箱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套 WX1500 

柴油机液压动力站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PK1650C 

冲吸气机 2008年8月 青兰山码头 1 套 FGC 
海底管线泄漏检测

报警系统 2009年 青兰山操作室 1 台  

高压热水清洗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转盘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ZSY20 

绳式收油机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SS20 

浮动油囊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FN5 

溢油分散剂 2011年10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GM-2 

吸油毡 2011年10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3 吨 PP-2 

轻便储油罐 2008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QG5 
QW1100充气式围

油栏及卷绕架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QW1100/200m 套 

充吸气机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台 FGCA充吸气机 

围油栏动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PK1630D 围油栏动力站 

喷洒装置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套 PSC40 喷洒装置 

浮动油囊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FN5 浮动油囊/5m
3
 

下行带式收油机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 下行带式收油机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02D下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下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XS15-02D下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上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2003年8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DSS15-02C上行带式收油机动

力站 
浮动油囊 2003 年 8 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只 FYN-5浮动油囊 

GTC75 离心泵 2011.3.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GTC75，柴油机395F，功率：

32KW液压流量：84L/min 液压

压力：250 bar 液压油管：Φ20 
TDS200 应急卸载

泵（螺杆泵） 
2010.12.15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TDS200，速度：0-600 rpm 吃

水：700 mm (28 in) 尺寸（含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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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x 2040 x 1050 
mm (89 x 80 x 41 in) 重量：泵

90 kg (200 lbs) 收油机总重：
170 kg (375 lbs) 

ZKZ50 真空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 套 

ZKZ50，柴油机：14.5KW、

3000rpm 卸载能力：50m3/h 
极限压力：- 2.02m3/min 最大抽

气：0.044Mpa 真空管口径：

A2",C12"（∮50）输油管：∮

100×10m 输油管快速接头：C4″ 
输油管：∮100×10m 

凸轮转子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XZB50，柴油机：21KW、

3000rpm 转子泵流量：50m3/h 
入口/出口压力：-0.6bar/2.4bar 

压差：3 bar 
转速：550 rpm 最大扬程：30m 
最大吸程：8m以上吸油管：∮

100×30m 排油管：∮100×30m 
输油管快速接头：C4″ 

齿轮泵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KCB-483.3 

快速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200m/套 

栅栏式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 米 栅栏式围油栏400米 

防火围油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200米 防火围油栏200米 

小型盘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2套 ZSJ20 

小型刷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SSJ20 

自由浮式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YSJ30 
小型多功能 

收油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套 DSJ30 

吸油毡 2011.6 鲤鱼尾应急库房 2吨 PP-2 

吸油拖栏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400米 吸油拖栏 

普通型分散剂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吨 CS-Y17常规型 

浓缩型分散剂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吨 CS-Y17浓缩型 

冷水清洗机 2011.1.11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台 CJC-1113 

HDS1000DE高压 
热水清洗机 

2011.2 鲤鱼尾应急库房 1台 

HDS1000DE，驱动：Yanmar柴
油机水流量：7.5-15L/mi 工作

压力：4-20Mpa 最高进水温度

：140/80℃机器功率：

7.4KW/10.0HP 燃油消耗：

5.6kg/h 机器重量：185Kg 尺寸

：1130×750×855mm 

紫外监控报警设备 2011.9 鲤鱼尾应急库房 3套 
可对设定水域进行溢油远程、实

时 
监控和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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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协议溢油应急回收服务单位(泉州兴通港口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应急设备与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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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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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3/h 

硬刷转盘收

油机 
 

ZS5 
 

1 台 
 

收油速率为5m3/h 
转盘转刷式

收油机 
 

ZSPS30 
 

1 套 最大收油速率30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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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3/h，适合回收各种粘度油品 

 
DXS60 

 
2 套 最大收油速率60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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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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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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m3/h 
防爆过驳油

泵 
YB2-200L2-6 1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100m3/h 

圆弧齿轮泵 KCB200 2 台 卸载油品能力为 50m3/h/台 

吸油软

管 
 

DN50 30 米  

DN75 130 米  

DN100 215 米  

DN150 215 米  
临时储

存装置 轻使储油罐 QG10（80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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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海上溢油应急回收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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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

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事故，是指因特种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或者相关人员的不安全

行为，在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含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充装）、检验检测活动中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特种设备严重

损坏或者中断运行、人员滞留、人员转移等突发事件。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2.1  锅炉 

a) 操作异常：运行中操作参数超出允许值，出现报警。不及时处理可

能会引起工艺系统混乱、介质泄漏、装置停工、爆炸事故。 

b) 发生爆炸：运行中突然发生爆炸。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 

1.2.2  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 

a) 操作异常：运行中的操作参数超出允许值，出现报警。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引起工艺系统混乱、介质泄漏、装置停工、火灾或爆炸事故。 

b) 发生火灾爆炸：运行中突然发生火灾爆炸事件等。可能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 

c) 有毒介质泄漏：设备本体、密封部位或附件失效发生有毒介质泄漏。

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中毒、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 

1.2.3  起重机械 

a) 卡壳、失控：运行中突然出现卡壳、失控。可能会造成设备受损或

人员受伤害。 

b) 吊物坠落：由于吊具、索具（如钢丝绳）有缺陷或选择不当、绑挂

方法不当、超载限制器失灵等，导致在起重过程中出现吊物坠落等情况。

造成吊物受损或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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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起重机械倾倒：由于误操作、起重受力不合理、支撑等因素，导致

起重过程中起重机械发生倾倒、起重臂受损等情况。容易造成起重机械、

吊物受损或人员伤害。 

d) 碰撞挤压：吊物（具）在运行过程中摆动挤压碰撞人；吊物（具）

摆放不稳发生倾倒碰砸人；在指挥或检修作业中被挤压碰撞；在巡检或维

修桥式起重机作业中被挤压碰撞。可能会造成设备受损或人员受伤害。 

1.2.4  电梯 

a) 电梯轿厢门打不开：电梯在运行中发生轿厢门打不开故障。造成人

员较长时间滞留。 

b) 轿厢坠落：在操作运行过程中出现坠落等情况。造成设备受损或人

员伤害。 

1.2.5  厂内车辆 

a) 厂区道路布置不合理、路面狭窄、转弯半径不足、路面坍塌、物料

占道堆放、路面存在油污、沙土或其他物质等使车辆偏离行驶线路。可能

造成设备受损或人员伤害。 

b) 车辆无定期检查、检验、维护和保养，存在故障。可能造成设备受

损或人员伤害。 

c) 驾驶员带病驾驶、操作失误、违章驾驶、无证驾驶、视距障碍及车

辆超速。可能造成设备受损或人员伤害。 

d) 厂区交通管理不力，未设置警示牌、交通安全标志等。可能造成设

备受损或人员伤害。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公司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处置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按

照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3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建立生产

处置小组、消防气防小组、安保管理小组、医疗救护小组、应急抢修小组、

通讯保障小组、环境监控小组、应急物资小组、后勤保障小组和对外联络

小组，配合消防气防救援队伍与团队具体开展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组织体系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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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急组织体系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措施 

在特种设备事故风险防范上采取以下措施： 

a) 制定了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工艺卡片，对各类人员进行了培训并经

考核合格上岗，通过 DCS 分散控制系统对生产过程进行在线监控，及时对

工艺运行参数进行调整，确保生产运行平稳； 

b) 制定设备管理制度和设备巡回检查制度，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检

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出现的问题； 

c) 安排专业的维修承包商承担特种设备的故障及隐患消除工作； 

d) 按国家相应的法规和标准规定，对特种设备定期进行检验，根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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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制定相应的维修策略。加强设备管线的防腐检测工作。 

e) 加强变更管理，减少因变更带来的特种设备运行风险。 

f) 制定专项预案和团队现场处置方案，及时应对设备突发事件，减少

事件损失。 

3.2 预警行动 

（1）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根据特种设备事故信息及时做出预

警决定，通知相关部门或业务团队人员进入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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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若事故中发生人员死亡事故，或应急指挥中心已经决定启动二级

以上应急响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可直接发布启动相应级别应

急响应的指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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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发生事故时，事故发生区域的当班人员或第一发现人，应迅速将事故

发生的地点、性质及有无人员伤害等情况应立即按照 “图 3 应急报告与通

知程序”向消防支队及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调度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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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用对讲机通知中控内操向消防支队

“（87799）119”、闽南分院“（87789）120”报警，并向公司总调（870）23042、

团队经理汇报。 

（2）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安全，经总指挥批准，由

HSE 部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 

（3）当事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规模和复杂性超出本单位应急

能力范围时，总指挥下令向地方公安消防部队求援。由公司消防支队向泉

港区公安消防大队 87991222 报警求援。 

（4）如果发生人员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公司 HSE 部应在

泉港区政府 
总值班室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

室(总调度室) 

突发事件现场/团队 团队经理 

消防气防救援队伍 

应急指挥中心 现场应急指挥部 

专业小组 

生产部 

机械设备部 

技术与规划部 

HSE 部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供应流通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通知 

报告 

三级响应 

图 4.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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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事故报告 1 小时内，向泉港区政府安全监督管理局进行书面报告。书

面报告经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领导审核后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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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报告内容 
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概况以及特种设备种类； 

（2）事故发生初步情况，包括事故简要经过、现场破坏情况、已经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涉险人数、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确定

的事故等级、初步判断的事故原因； 

（3）事故现场情况及发展趋势，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类型； 

（4）事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 

（5）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 

（6）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救援抢险的事宜； 

（7）报告人姓名、联系电话。 

报警时语言表达清楚，按照消防调度员的提问详细回答，确保报警内

容准确无误。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现场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消防报警电话）、报警器（气体报警、火

灾报警等）、对讲机等。 

24 小时应急报警电话：总调（870）23042、（87）789148，消防总机

119，医疗总机（87）789120，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其他应急

联系方式见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险情后，用对讲机通知中控内操向消防支队

“（87799）119”、闽南分院“（87789）120”报警，并向公司总调（870）23042、

团队经理汇报。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影响到周边居民的安全，经总指挥批准，由 HSE

部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 

当事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事故规模和复杂性超出本单位应急能力

范围时，总指挥下令向地方公安消防部队求援。由公司消防支队向泉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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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大队 87991222 报警求援。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根据火灾爆炸事故事态的发展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应急指挥中心参

照表 4-1 的内容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向有关部门或团队下达应急响应指

令。 

表 4-1 特种设备事故等级与响应级别对应指引 
分级 响应级别 备注 

特别重大事故： 

（1）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

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2）600 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 

（3）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15 万人以上转移的。 

一级 

需要全公司和

社会力量参与

应急 

重大事故： 

（1）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600 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 240 小时以上的； 

（3）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 万人以上 15 万人以

下转移的。 

较大事故： 
（1）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 
（3）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

转移的； 
（4）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 
一般事故： 
（1）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

转移的； 

（3）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 小时以上的； 

（4）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 二级 

需要几个部门

或全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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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响应程序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负责人应本着“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减少财

产损失、控制事故扩大”的原则，按照报告（报警）、救人、组织抢险的顺

序开展先期处置。 

业务团队具体响应程序见“图 4.1  业务团队应急响应报告流程图”。 

 

 

 

 

 

 

 

 

 

 

 

 

 

 

 

 

 

 

 

 

 

 

 
报告程序 基本要求 

发现事件第一人（属管操作

 

1、迅速向中控室报告。 
2、在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情况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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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1）应急事件发生时，所在团队应在向上汇报险情的同时根据应急预

案采取措施，消除或防止应急事件险情的扩大。 

（2）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根据应急事件的险情响应级别决定成立现场

应急指挥部。 

（3）发生可燃、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时，应立即组织开展监测、警戒和

人员疏散工作，当环境有可能形成“空间爆炸”时，必须立即组织抢险人员撤

离事件现场。当灾情可能威胁到周边居民时，应急指挥办公室应告知公共

事务人员，并由其做好公司周边社区应急协调工作。 

（4）若是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应急事件发生时，所在团队应首先立足

自救，做好初期处置工作，然后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指挥下，及时、准

确地实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或控制次生灾害蔓延的紧急处理措施。 

（5）救援过程中应采取先控制、后消灭、救人第一的战术原则。先控

制事态的蔓延，后集中力量一次解决。当现场有人受到中毒、受伤或面临

威胁时，要采取先救人的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本公司各团队的特种设备分布情况见表 5.1。 

表 5.1  各团队的特种设备分布表 

序号 团队名称 锅炉 压力

容器 
压力

管道 
起重

机械 电梯 厂内

车辆 气瓶 

1 炼油 1 业务团队 √ √ √ √   √ 
2 炼油 2 业务团队 √ √ √ √ √  √ 
3 烯烃业务团队 √ √ √ √   √ 
4 芳烃业务团队 √ √ √ √ √  √ 
5 聚烯烃业务团队  √ √ √ √  √ 
6 公用工程业务团队 √ √ √ √   √ 
7 储运业务团队  √ √ √   √ 
8 码头业务团队  √ √ √   √ 
9 EO/EG √ √ √ √   √ 

10 产品质量中心  √     √ 
11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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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团队名称 锅炉 压力

容器 
压力

管道 
起重

机械 电梯 厂内

车辆 气瓶 

12 HSE 部消防支队     √  √ 
13 供应流通部    √ √   
14 钳工  √  √    
15 电气维修    √    
16 电气运行  √  √    
17 综合维修/支持    √  √  

5.2.1 应急指挥 

发生特种设备突发事件，班长为现场临时总指挥，在第一时间组织岗

位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当部门、公司领导到现场后，进行指挥权交接，立

即组织相应级别响应。现场应急指挥部设在事故现场的上风向的安全区域。 

5.2.2 现场警戒及人员疏散 

发生爆炸着火事件，岗位人员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同时，实施前期

现场警戒。疏散与警戒小组到达后，按照现场总指挥的指令在突发事件现

场建立警戒区域，组织警戒区内的人员按指定路线疏散，实施交通管制，

严禁非救援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组织清点爆炸着火现场涉及装置在岗人

员、突发事件发生时在现场相关单位人员，并将结果报告应急领导小组，

按领导小组指令组织对失踪人员进行搜救。 

5.2.3 应急处置 

当特种设备发生爆炸着火事件时，详见《火灾爆炸专项应急预案》应

急处置措施。 

当特种设备发生化学品泄漏，导致中毒事件时，详见《中毒、窒息事

故专项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措施。 

（1）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泄漏应急处置 

①操作人员根据具体应急预案，操作相应阀门和控制系统，立即降压

停车； 

②通知应急救援队伍、设备管理部门、工艺运行部门； 

③撤离现场无关人员，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通报 120 急救电话，救助

伤员； 



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2/修改 0） 

11 

④切断受影响电源，介质泄漏区域严禁明火和金属物品的撞击等，防

止泄漏的易燃易暴介质爆炸； 

⑤切断受影响电源，做好消防和防毒准备； 

⑥封闭泄漏现场、将泄漏设备与周围相连系统断开； 

⑦堵塞泄漏部位，将设备内介质倒入备用容器； 

⑧通知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检验机构； 

⑨查明泄漏原因，修理、更换受损部件； 

⑩详细记录泄漏情况，受损部件的修理、更换情况； 

⑪应注意泄漏物质对环境的影响，妥善处理或者排放，重大泄漏应及

时向公众公布，必要时作好疏散工作。 

（2）起重机械事故 

①起重伤害事故目击者应高声呼救，并立即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②事故发生后，由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下达应急预案启动指令，第

一时间向当地救援机构、公安部门求援（如需要），并按事故报告规定向

当地政府、部门上级领导、公司应急指挥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 

③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应准确判断事故影响范围，协调各组之间的工作，

派专人对影响区域进行检查，确定抢救方案，指挥应急救援小组开展抢救，

需保证事故现场相对安全和稳定时，抢救队员才可以进入现场抢救受伤人

员。如事故的影响还在继续或加重，抢救人员不得进入事故现场；应急指

挥领导应通过扩音器指挥被重物压住或被围困的人员保持冷静并积极展开

自救，告诉他们已采取的具体救援措施，稳定他们情绪，防止他们慌乱紧

张，造成创伤面更大的伤害或引起倒塌坠落物的再次失稳，医疗救护组人

员引导他们对流血处做力所能及的止血处理； 

④抢救时对压住受伤人员的重量和体积较大的铁件、附件，由吊车平

稳吊离；重量和体积较小的物体，至少由两人轻轻抬离，防止对受伤人员

的二次伤害。起重吊装事故的发生后，往往会伴生着其他事故的发生或造

成隐患，通常用挖掘机或钢纤等工具清理悬浮不稳的机具和材料，起重吊

装事故通常也会影响到装置设备、管道、电缆电线等，必须对发生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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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性的处理，防止事故后的连锁反映或出现新的意外事故。确认事

故隐患被彻底清除后，同时事故原因已调查清楚，相应的证据已获得，才

能恢复施工生产； 

⑤医疗救助小组与当地医院取得联系，利用现场救援车辆火速把伤者

送往附近医院救治，但对伤势严重者应注意搬运方法，不得由此加重伤者

伤情； 

5.2.4 次生灾害防范 

环境监控小组安排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和环境监测，防止人员中毒或

引发次生灾害。 

5.2.5 现场恢复 

（1）应急救援人员进行集结、清点； 

（2）检验受事故影响的设备、设施； 

（3）清理事故现场； 

（4）修复受损的特种设备。 

5.3 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1）特种设备内部有压力时，不得进行任何维修。 

（2）对于特殊的生产工艺过程，需要带温带压紧固螺栓时，或者出现

紧急泄漏需进行带压密封时，按照设计规定提出有效的操作要求和防护措

施，并且经过负责人批准。 

（3）带压密封作业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考核并且持证上岗。实际操

作时，应当派人进行现场监督。 

（4）消防队火场指挥员到达现场后，应先进行火情侦察，再根据火场

实际情况合理部署灭火力量。 

（5）现场指挥部应设在上风或侧上风方向地势较高的地方，并能清楚

观察整个火场情况，不能设在防碍消防车辆通行的地方。 

（6）气防救护人员找到伤员后，迅速从上风向撤出，将伤员抬到安全

地点施救。 

（7）消防灭火行动应在事故团队技术人员的指导、配合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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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接到紧急撤离的命令后，参战人员迅速朝着有利的方向撤离至安

全地点，清点人数后立即向火场指挥长报告。 

（9）外部增援力量到场后，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火势和外援车辆装备

情况，确定是否部分或重新调整灭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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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1）现场突发事故/事件得以控制，事故/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现场环境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3）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4）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应急处置； 

（5）受伤人员得到妥善救治； 

（6）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已经终止； 

（7）外部警报已经解除。 

6.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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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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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现场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中心应安排部署对事故展开后续处置工作。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些内容： 

（1）事故报告。若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且达到上报地方

政府部门标准时（参见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由 HSE 部负责按事故报告程序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告。 

（2）指定事故调查组长，调查组长组织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小组

开展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公司《事件管理标准》

开展事故调查取证工作。 

（3）清理现场，消除事故影响。若事故产生或释放的物质可能对环境

产生污染，还应开展污染物的回收、清理、监测工作，直至确认污染消除

为止。 

（4）生产秩序恢复。公司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具备已经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恢复生产的计划，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组织抢

修队伍对受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维修或更换，尽快恢复生产。 

（5）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亲属安置、申报

财产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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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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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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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表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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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

拨打;  24 小时值班 

87799119可以用外线及手机拨

打;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一大队 （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二大队 （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24 小时值班 

消防三大队 （87）799172 位于鲤鱼; 24 小时值班 

消防四大队 （87）976525 位于青兰山; 24 小时值班 

泉港区急救中心 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驻厂区医疗站 （87）789120 24 小时值班，用内部电话直拨 

治安报警 （87）789110 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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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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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  急  预  案  封面
	2. 2018年应急预案发布审批（OA）
	3. 2018年福建联合石化应急预案总裁批准页
	4.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1 总则 General Rules
	1.1 编制目的 Purpose
	1.2 编制依据 Basis of preparation
	1.3 适用范围 Scope of applications
	1.4 应急预案体系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ystem
	1.5 应急工作原则 Work principle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ctivities

	2事故风险描述 Descriptiosn of Incident Risks
	2.1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2.1.1  公司基本情况 Basic information of FREP
	2.1.2  公司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FREP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urroundings
	2.1.3  总体布局 General layout

	2.2 危险源与风险分析 Hazards and risk analysis
	2.3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Hazardous chemical process under prioritized supervision
	2.3.1  裂解(裂化)工艺  Pyrolysis (cracking) process
	2.3.2加氢工艺 Hydrogenation process
	2.3.3氧化工艺 Oxidization process
	2.3.4聚合工艺 Polymerization process

	2.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Please refer to attachment 6 for details of unit classification for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jor hazar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3 组织机构与职责 Organization Chart and Duties & Responsibilities
	3.1 应急组织体系 Organization system of emergency response
	3.2 指挥机构及职责Commanding organization and its duties &responsibilities
	3.2.1 应急指挥中心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2.2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command center
	3.2.3 现场应急指挥部Field emergency headquarters
	3.2.4 专家组 Expert group
	3.2.5 应急救援专业小组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cue group
	3.2.6 各职能部门/团队应急组织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s of various function departments/business teams


	4预警及信息报告Early Warning and Information Report
	4.1 危险源监控 Monitoring of hazards
	4.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Technical monitoring measures
	4.1.2 管理性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s

	4.2 预警行动 Early warning actions
	The accident has occurred, the social level early warning has been activated, and the disposal has been completed, after the danger has been eliminated, the early warning is relieved (i.e. the emergency termination). Early warning relieving means the ...
	4.3信息报告与处置 Information report and disposal
	4.3.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Information report and notification procedure
	4.3.2 信息上报Report of information to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
	4.3.3 信息传递 Information transfer


	5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5.1 响应分级 Classifications of emergency response
	5.2 响应程序 Procedure of emergency response
	5.2.1 应急响应基本程序 Basic procedure of emergency response
	5.2.2 三级应急响应 Level 3 emergency response
	5.2.3 二级应急响应 Level 2 emergency response
	5.3.4 一级应急响应 Level 1 emergency response

	5.3 处置措施 Disposal measures
	5.3.1 处置原则 Principles of disposal
	5.3.2 处置措施的基本要求 Basic requirements for disposal measures

	5.4应急结束 End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5.4.1 应急终止条件 Conditions to terminate emergency response
	5.4.2 应急终止程序 Procedure to terminate emergency response
	5.4.3 后续工作 Follow-up activities


	6 信息公开 Information Disclosure
	6.1 信息发布的原则 Principles for information release
	6.2 信息发布内容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release

	7 后期处置Post-disposal
	8 保障措施 Supporting Measures
	8.1 通讯与信息保障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ssurance
	8.2 应急队伍保障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guarantee
	8.3 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Emergency response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support
	8.4 经费保障 Expense support
	8.5  技术保障 Technical support
	8.6其他保障 Miscellaneous supports

	9 应急预案管理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1应急预案培训 Training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2应急预案演练 Drill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3应急预案修订Amend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4应急预案备案 Registr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9.5  应急预案实施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10 奖惩 Rewards and Punishment
	11 附则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附图1：公司地理位置图
	附图2：厂区周边环境示意图
	附图3：生产区应急疏散路线图
	附图4：公司重点目标与应急队伍分布图（粉色与红色标注部分）
	附件1：相关部门及专家库成员应急联系方式
	附件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件3：应急指挥中心对讲机台账（专用应急频道）
	附件4：主要危险物质特性简表
	附件5：危险有害因素分布
	附件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及辨识分级
	表6.3-1  各装置单元划分表
	表6.3-2  储存单元划分表

	附件7：业务团队（装置）现场处置方案演练记录表
	附件8：事故信息接报、记录表
	附件9：海上防溢油污染服务协议
	附件10：工作场所医疗服务协议
	附件11：EO/EG装置及配套工程区域消防服务协议
	附件12：各团队危险化学品档案

	5. 2018年福建联合石化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联合石化事故风险评估报告.pdf
	联合石化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6. 专项预案封面
	7、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201912）
	153T152T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重大危险源事故风险分析
	1.2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53T152T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3.1.2  管理性措施

	3.2  预警行动

	153T152T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153T152T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5.2  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153T152T8  附则
	153T152T 附件1：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53T152T 附件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153T152T附图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元划分图（一级红色、二级橙色、三级黄色、四级蓝色）

	8、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的可能性分析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3.1 液化气火灾危害
	1.3.2 轻质油品火灾危害
	1.3.3 重质油品火灾危害
	1.3.4 化工装置火灾危害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2 预警行动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1.2 报告内容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4.2.2 响应程序
	4.2.2.1 三级应急响应
	4.2.2.2 二级应急响应
	4.2.2.3 一级应急响应



	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5.2 处置具体要求
	5.3 处置措施
	5.3.1 初期火灾扑救
	5.3.2 罐区火灾、爆炸处置措施
	5.3.3 装置火灾、爆炸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9 附件
	附件1：物质的危险特性及灭火方法
	附件2：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附件3：人员撤离、疏散要求


	9、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的监测监控
	3.2 技术性预防和管理措施
	3.3 预警行动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1.2 报告内容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4.2.2 响应程序
	4.2.2.1 三级应急响应
	4.2.2.2 二级应急响应
	4.2.2.3 一级应急响应



	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5.2 处置具体要求
	5.3 事故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附件1：气防站应急物资与装备信息表
	附件2：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和应急措施
	附件3：公司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及分布


	10、系统管带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3.1.2 管理性措施

	3.2 预警行动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5.1  三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5.2  二级、一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5.3  系统管带带压堵漏应急措施
	5.4  高后果区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153T152T 附件1：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53T152T 附件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附件3：厂外长输管廊(39单元)布设的管线信息

	11、职业病危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的可能性分析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监测监控
	3.1.2 放射源的监测监控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程序
	4.1.2 信息报告内容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原则
	4.2.2 响应分级
	4.2.3 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5.1 处置原则
	5.2 处置具体要求
	5.2.1 急性职业损伤事故处置要求
	5.2.2 放射事故处置要求

	5.3 应急处置措施
	5.3.1 急性职业损伤事故处置要求
	5.3.2 放射事故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1 应急终止条件
	6.1.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1.1 放射源分类
	8.1.2 常用放射源分类表

	8.2 预案实施

	附件1：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表
	附件2：公司可能引起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及分布
	附件3：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和应急措施
	附件4：放射事故报告表
	附件5：核素仪表平面布置及可能受射线作业影响区域示意图
	附件6：公司放射性同位素台帐

	12、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3 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4 事件分级
	1.4.1 台风预警信号
	1.4.2 暴雨预警信号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报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附件2：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13、信息系统事件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信息系统故障应急行动
	5.2.2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
	5.2.3 地震应急处置
	5.2.4 服务器故障应急处置
	5.2.5 公司局域网事故应急处置
	5.2.6 行政通讯系统事件应急处置
	5.2.7 生产调度机事件应急处置
	5.2.8 无线通讯系统事故应急处置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14、供电系统故障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措施
	3.1.1 供电系统的运行监控
	3.1.2 电气设备设施防护及管理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全面停电后的先期处置
	5.2.2 重新送电和恢复生产程序
	5.2.3 晃电的处置和要求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附加说明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15、恐怖袭击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公司内部应急部门通讯联络方式
	附件2：外部相关部门应急通讯联络方式
	1

	16、破坏性地震专项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2.1 火灾、爆炸
	1.2.2 建（构）筑物倒塌
	1.2.3 公用工程遭到破坏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报
	3.2 预测
	3.3 预警
	3.4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件2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17、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1.3 分级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1.1 技术性监控措施
	3.1.2 管理性措施

	3.2 预防控制措施
	3.3 预警行动
	3.4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4.4.2.3 一级应急响应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18、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与监控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2.1 公司应急报告
	4.2.2 公司所属单位应急报告
	4.2.3 接到外部通报的应急报告
	4.2.4 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急报告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4.4.2.3 一级应急响应
	4.4.2.4 应急响应升级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重大食物中毒处置
	5.2.2 急性职业中毒处置
	5.2.3 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处置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附件2 应急物资与装备

	19、水体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2 预防控制措施
	3.3 预警行动
	3.4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
	4.4.2.2 二级应急响应
	4.4.2.3 一级应急响应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各生产区域内事故水封、堵、调、储策略
	5.2.1.1 公司生产厂区
	5.2.1.2 EOEG厂区
	5.2.1.3 鲤鱼尾库区
	5.2.1.4 青兰山库区

	5.2.2 厂界外封堵策略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8.2 预案实施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件2 应急物资与装备

	20、海底管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海底管道概况
	1.2 事故类型
	1.3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4 应急响应级别变更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3 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6  应急终止
	6.1.1 应急终止条件
	6.1.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1
	附件2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海底管道相对位置图
	附件3  海底管道总体布置图
	附件4  海底管道损伤修复方法
	附件5  应急设备与物资清单

	21、海上溢油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不备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类型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危险源监控
	3.2 预警行动
	3.3 预警解除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程序
	4.2 信息报告内容
	4.3 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级别
	4.4.2 应急响应程序
	4.4.2.1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3 一级应急响应程序
	4.4.2.4 应急响应级别变更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6  应急终止
	7  后期处置
	8  附则
	附件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附件2  海上溢油应急注意事项
	附件3  消油剂的使用原则
	附件4海上溢油应急设备与物资清单
	附件5海上溢油应急回收服务协议

	22、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故风险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措施
	3.2 预警行动

	4 处置程序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4.1.2 报告内容
	4.1.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4.2 应急响应
	4.2.1 响应分级
	4.2.2 响应程序


	5  处置措施
	5.1 应急处置原则
	5.2 应急处置措施
	5.2.1 应急指挥
	5.2.2 现场警戒及人员疏散
	5.2.3 应急处置
	5.2.4 次生灾害防范
	5.2.5 现场恢复

	5.3 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6.2 应急终止程序

	7  后期处置
	8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