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坏性地震 

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2/修改 0) 

 

 

 
 
 
 
 
 
 

 

2021-12-13 发布                 2021-12-13 实施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目录 

1 适用范围  ..................................................................................... 错误！未定义书签。 

1.1 灾害事故类别 .............................................................................................................. 1 

1.2 灾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 1 

1.3 灾害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 3 

1.4 适用范围                                                           3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 4 

3 响应启动 ................................................................................................................................ 5 

3.1 信息报告程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2 信息报告内容 .............................................................................................. 6 

3.3 信息报告方式和责任人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4 应急响应 ..................................................................................................... 7 

3.4.1 应急响应级别                                                      7 

3.4.2 应急响应程序                                                      7 

4 处置措施 .............................................................................................................................. 10 

4.1 三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 10 

4.2 二级、一级应急处置措施 ........................................................................... 10 

4.3 地震引发次生灾害处置措施 ........................................................................ 11 

5 应急终止·  .......................................................................................................................... 122 

5.1 应急终止条件                                                      12 

5.2 应急终止程序                                                      12 

6 后期处置  .......................................................................................... 错误！未定义书签。3 

7 应急保障  .......................................................................................... 错误！未定义书签。4 

8 附则  ................................................................................................................................... 155 

8.1 术语和定义 .............................................................................................. 155 

8.2 预案实施 ................................................................................................. 166 

附件 1  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 错误！未定义书签。6 

附件 2  主要应急物资与装备明细 ....................................................................................... 16 

 



 

1 

1  适用范围 

1.1 灾害事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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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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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2.1 公司厂址区域位于华南沿海地震带内的潜在震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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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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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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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段。 

1.2.2 火灾、爆炸 

本公司在生产、储存过程中涉及的易燃易爆物质，若因突发破坏性地

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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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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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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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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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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事故严重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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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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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预案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应对突发破坏性地震自然灾害的专项应急救援处置

及抗震防灾紧急疏散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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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破坏性地震专项应急预案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进行，其“应

急指挥机构及职责”见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2 应急组织机

构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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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启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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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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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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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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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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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应急响应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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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地震突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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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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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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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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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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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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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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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应急报告与通知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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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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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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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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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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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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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灾害事故、开展现场控

制及救援工作，应急救援人员应根据灾害事故特点和引发次生灾害的不同

而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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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紧急疏散方案执行，同

时： 

（1）紧急避震，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2）设定隔离区，并做好标识，组织力量对现场进行隔离、警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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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紧急疏散转移隔离区内所有无关人员到安全场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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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受震害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关联设备设施，组织区域维保

商采取相应的加固修复措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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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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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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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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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迅速将受伤、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抢救。 

（7）对受震害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关联设备设施，公司应急指挥

中心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评估地震事件的危害程度和发展事态，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对发生灾难的中心区域、灾情的严重性和影响程度，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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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处置，采取相应加固监控措施。 

4.3 地震引发次生灾害处置措施 

如因突发破坏性地震引发火灾、爆炸、物料泄漏或环境污染等严重次

生灾害，则同步启动相应专项应急预案的处置措施，以控制泄漏源，防止

次生灾害发生扩大为处置原则，实施堵漏，回收或处理泄漏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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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经营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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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⑥地震导致导致海上溢油、水体污染的处置措施 

详见《海上溢油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水体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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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终止 

5.1 应急终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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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和可能导致次生或衍生事故的隐患已经消除； 

（5）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6）社会影响减到最小。 

5.2 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确认达到了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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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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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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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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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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突发破坏性地震灾害后，应做好恢复生产前相关设备设施的

严格检查及修复加固工作，组织专业人员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严格按

照有关标准对相关建（构）筑物和设备进行鉴定确认其抗震性能良好时，

方可投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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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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保障 

见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5.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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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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阻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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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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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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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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相关应急联系方式  见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附件 2：主要应急物资及装备明细  见应急资源调查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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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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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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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适用范围 

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生产区域、码头的员工或承包商人员遭遇群体性

事件的公共安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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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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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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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控小组 管理流程走向

应急抢修小组 信息流程走向

应急物资小组 技术支持走向

后勤服务小组

对外联络小组

图2.1  应急组织体系

应急指挥中心
办公室

（总调度室）

生产团队

职能部门

政府部门、社区
与传媒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对外联络小组

 

3 预防与预警 

3.1 预防  

3.1.1 人防、物防、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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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有专职安保团队，并与地方公安部门、公司消防支队建立联动机

制。一旦接到群体性事件，第一时间开展事件应急处理。 

建立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设有安保监控中心、视频与周界联动报警、防

冲撞路障机系统、防入侵周界报警系统、x 光安检机、爆炸物检测仪、便携式

反无人机系统等治安反恐设备设施及器械。安保视频监控和一键报警装置连

接至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各岗哨配备对讲机、电话机，随时与安保监控

中心保持联系。 

通过防范及时发现未经授权人员非法进入公司安保事件。公司在鲤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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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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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周边社区、加

强与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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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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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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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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保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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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要加强公司的安保工作，并根据事件可能的方式、规模、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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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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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响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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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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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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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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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上访人群中是否有精神病患者、以自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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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访事项类别、性质； 

(二) 是否有境外势力插手、媒体介入、人员参加等情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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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是否有携带危险品、爆炸物以及管制器械进入接待场所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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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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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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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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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是否有已经定性的邪教组织教徒； 

(十) 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十一) 其他救援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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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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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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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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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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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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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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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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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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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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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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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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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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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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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休克等突发情况时，现场处置人员和公

共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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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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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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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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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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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环境负荷有关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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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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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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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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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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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预防或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的。 

8 应急保障 

（1）应急物资组根据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及时为现场配送应急物资 

（2）应急物资组做好发放抢险器材的准备，一旦需要时紧急发放抢险器

材； 

（3）应急物资组负责提供应急所需车辆，接送参与应急人员； 

（4）应急物资组为参与连续抢修、应急人员提供餐饮服务； 

9 附则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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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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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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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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附件 

附件 1：应急装备与应急物资表 

 
名称 数量 购置/投用日期 使用状态 存放地点 

电瓶巡逻车 3 台 2009.09.04 在用 厂区 1#门 

PC 塑料长警

棍（1.6米） 
60 把 

2016/01/26、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防暴胸叉 35 根 
2015/5/2、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防暴脚叉 35 根 
2015/5/28、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伸缩警棍 28 把 
2015/5/28、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催泪喷雾器 35 瓶 
2018/08/13、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防割手套 40 副 2020/8/18 在用 各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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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毯 1 块 2015/5/28 在用 一号门 

防刺衣 40 件 2020/8/18 在用 各岗哨 

防爆头盔 45 个 
2019/07/28、

2020/08/18 
在用 各岗哨 

车底检查镜 20 个 2019/8/9 在用 各岗哨 

对讲机 22 台 2016/3/1 在用 各岗哨 

盾牌 45 块 2020/8/18 在用 各岗哨 

强光防爆手

电筒 
10 把 2018/12/20 在用 各岗哨 

 手持防化洗

消喷剂  
20 瓶 2019/12/23 在用 各岗哨 

强光手电筒 20 把 2020/8/18 在用 各岗哨 

防爆手电筒 4 把 2017/10/27 在用 

协调员办公室、厂

区 1#门、鲤鱼尾、

EO/EG 岗哨 

橡胶警棍 35 把 2014/10/1 在用 各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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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事故类别 

本公司储罐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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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的主要事故为：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和泄漏事故等。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本公司生产装置区域承担着原材料（含中间产品）等的加工： 

（1）连接设备间的管线静密封点泄漏； 

（2）由于管线腐蚀，其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物料和沿海大气环境的腐蚀作用”、“应力腐蚀”

等，造成管线腐蚀穿孔引发物料泄漏； 

1.3  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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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或其它危险。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储罐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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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参照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版）之 “2  组织机构与职责”执行。应急组织

体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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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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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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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对外联络小组

 
各生产团队的应急组织在各团队的应急处置方案中明确，详见相关团队的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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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启动 

3.1  信息报告程序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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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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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尾医疗救护：（87）789120 

青兰山医疗救护：（87）976546 

治安报警：（87）78911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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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信息报告内容 

3.2.1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单位名称、事件发生时间、地点、部位、污染物种类与性质、数量、泄漏规模、污染情况及

可能发生的原因； 

b) 有无人员中毒、受伤； 

c) 已采取的紧急措施； 

d) 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趋势等初步情况。 

3.2.2  在处置过程中，现场应急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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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事态进展情况、已采取的处理措施和处理效果； 

b) 预测污染物的扩散趋势和路径； 

c) 是否采样和取证； 

d) 现场发生次生或衍生事件的可能性； 

e) 应急人员到位情况； 

f) 救援物资储备、需求情况； 

g) 现场气象条件（水流速和流向以及水温、风向及风速）； 

h) 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情况； 

i) 人员疏散情况和交通管制情况； 

j) 救援请示等。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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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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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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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P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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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

泉港石化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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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部 

党群工作部 

图示: 

报告 

通知 

三级响应 

图 2  信息报告与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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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措施 

4.1  应急响应 

4.1.1  响应分级 

根据水体污染事件的影响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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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事件分级与应急响应对照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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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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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  三级应急响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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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队伍参与处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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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分析污染事件的发展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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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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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  二级应急响应 

a）二级应急响应一般由属管业务团队和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专业救援队伍和/或专   业抢修队

伍参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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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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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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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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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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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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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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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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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3  一级应急响应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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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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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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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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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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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报告事件情况，请求协助应急工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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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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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现场处置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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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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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污染物进一步产生。 

4.2.3  各生产区域内事故水封、堵、调、储策略： 

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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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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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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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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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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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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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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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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厂界外封堵策略 

（1）正古溪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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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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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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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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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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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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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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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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应急终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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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应急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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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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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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回收污染物的处置。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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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若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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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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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 

6.6  必要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7  应急保障 
为了应对突发水体污染事件，加强水体污染应急监测、封堵、回收、清理被污染水体，需要准

备应急物资与装备，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符合单位实际，满足应急要求，具体参见表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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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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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附则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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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水体污染事件应急工作通讯录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公司内部 

总调（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0595-870）23042，（0595-87）

789148 
24小时值班 

消防气防： 119，（0595-87）799119 只能用内部电话拨打 

消防一大队 （0595-87）799119 位于老厂区 

消防二大队 （0595-870）25000 位于新厂区 

消防三大队 （0595-87）799172 位于鲤鱼尾 

消防四大队 （0595-87）976526 位于青兰山 

医疗救护： 120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

院，用内部电话直拨 

厂区、鲤鱼尾 （0595-87）789120 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闽南医院

驻现场急救电话 青兰山 （0595-87）976546 

治安报警： （0595-87）789110  

产品质量中心环境监测站： 
（0595-870）25226，（0595-870）

25227 班长室，24小时值班 

码头业务团队调度： 
（0595-870）23404，（0595-87）

789106 24小时值班电话 

机械设备部维修/支持电话： 
（0595-870）23555，（0595-87）

799176  

泉港区/惠安县 

泉港区政府总值班室： 0595-87987111，87978111（传真） 24小时值班 

惠安县政府办公室： 0595-87382410  

泉州市泉港生态环境局： 0595-87971602，12369  

泉州市惠安生态环境局： 0595-87382156  

泉港区环境监测站： 0595-87979312  

惠安县环境监测站： 0595-87399920  

泉州海事局泉港海事处： 0595-87089010  

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 0595-87983932，87777132  

武警边防站： 
0595-87089110（泉港） 

0595-87810110（惠安） 

 

周边社区应急联系人：   

南埔镇： 办公室：0595-87782031  

后龙镇： 办公室：0595-87731567  

净峰镇： 办公室：0595-878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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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污染事件应急工作通讯录（续） 

部门、机构 联系电话 备注 

泉州市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0595-22594110，0595-12369  

福建省泉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0595-22384557  

泉州海事局： 0595-22590820  

泉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0595-12395，0595-22565013  

泉州市海区溢油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 
0595-32590820 

 

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 0595-22582725  

福建省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0591-87869808，0591-28089293  

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0591-8357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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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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用范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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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711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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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μ m，中间层胶粘剂层 170～250μ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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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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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711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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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⑩设计流量：2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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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事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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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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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适用范围 

  本系统海底管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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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道局部破裂引起泄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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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按照公司《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

事故综合预案》之“2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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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泊位设置溢油监测点及现场声光报警器，

报警器设在现场操作室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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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码头现场的操作人员到达现场察看溢油情况，并及时汇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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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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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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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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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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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警报警：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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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事故启动三级响应，

Ⅱ级事故启动二级响应，Ⅰ级事故启动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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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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对外新闻发言

人，审定新闻发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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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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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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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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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对

外新闻发言人，审定新闻发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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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应急小组成员（202102）.xlsx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附件-应急联系方式（2 0 2 0 0 5） . x l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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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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PP-2 

溢油分散剂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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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GM-2 

吸油毡 2020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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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管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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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 

1.1 事故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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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

信号引到现场操作室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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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溢油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版本 2/修改 0） 

2 

格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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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适用范围 

  本系统海上溢油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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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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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按照公司《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事故

安全综合预案》之“2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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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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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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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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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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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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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Ⅰ级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为一级、

Ⅱ级事件对应的响应级别为二级、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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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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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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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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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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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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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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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响应 

需要几个

部门或全

公司力量

参与应急 

Ⅲ级（一般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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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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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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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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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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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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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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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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应急预案附件-
应急小组成员（202102）.xlsx

   

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附件-应急联系方式（2 0 2 0 0 5） . x l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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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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 青兰山码头 2 吨 PP-2 

溢油分散剂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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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 鲤鱼尾应急库房 2 吨 GM-2 

吸油毡 2020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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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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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事故 

 

专项应急预案 

（版本 2/修改 1） 

 

 

 

 

 

 

 

2021- 12-13 发布       2021-12-13 实施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FREP 专有 

Proprietary 



 

 



 

 

发布令 

公司各部门： 

为了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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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部第 2 号令修改）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 708 号），

确保危险化学品经营过程中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重大事故后，能及

时予以控制，防止重大事故的蔓延，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保障人身及财产

安全。依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

及公司实际情况，新增了《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生产安

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现予以发布，望全体员工认真执行。 

当总指挥不在公司时，由现场最高职务人员临时代替总指挥履行其职责。

赋予作业现场的带班人员、班组长、生产调度人员等有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

组织抢险，在无法危险控制的情况下撤离人员，确保人员生命安全的决定权和

指挥权。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前言 

FREP 经营的 18 种化学品都是易燃易爆物质，公司经营方式有两种：FREP

接受采购方订单，从供货商处直接由车转售给求购方；FREP 接受求购方的订

单车已到厂，但因厂区异常情况无法卸货而需转卖。 

经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应急救援责任明确划分，如下所示： 

a. 直接转售： 

由运输公司负责道路运输过程的应急处置； 

b. 车已到厂，但因厂区异常情况无法卸货而需转卖的： 

在厂区内发生的事故，由 FREP 负责事故应急处置； 

在离开福建联合石化管辖范围后发生的事故，由承运商负责应急处置；

（FREP 委托运输的，可在运输合同中明确；） 

本专项预案的适用范围为厂区内的应急处置，运输途中发生的事故主要依

托供应商、运输单位的应急力量进行处置，FREP 在必要时给予支持，协助其

进行处置；如协助其联系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配合事故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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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一、事故类别：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火灾爆炸：经营项目中的易燃气体：液化石油气、

丙烯、丁二烯、乙烯、1-丁烯；易燃液体：甲基叔丁基醚、苯、对二甲苯、石

脑油、甲苯等均为易爆品，都具有易蒸发、流动扩散的特征，槽车运输过程中

遭遇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雷电等）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遇明火、

高热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操作处置不当，造成化学品泄漏，遇高温、着火

源造成火灾爆炸事故；阀门或管道腐蚀造成危化品泄漏，遇高温、着火源造成

火灾爆炸事故；运输过程中产生静电，未静电释放造成火灾爆炸事故；压力容

器及安全附件未定期进行检测，发生超压爆炸。 

中毒窒息：苯、甲苯，丁二烯、甲醇、丙烯等均为有毒物质。槽车运输过

程中在遭遇自然灾害（如地震，气候、洪水、雷电等）引发有毒化学品的泄漏

导致人员中毒；若操作不当或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人员误接触有可能发生中

毒窒息事故；发生火灾爆炸时，有引发大量有毒物质泄漏的可能，从而造成中

毒窒息事故。 

环境污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企业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中：

甲基叔丁基醚、乙烯、苯、对二甲苯、重甲苯、混二甲苯、碳五、碳九、甲苯、

丁烯、1-己烯、甲醇、异辛烷泄漏后均有环境危害，处置不当会对环境造成污

染。 

三、事故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1、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和窒息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主要几种类型：装卸点、管道等发生泄漏。发生中毒、窒息事故时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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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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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或死亡等社会危害。 

2、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主要类型：管道泄漏引起火灾、爆炸；装卸点泄漏引起火灾爆炸；其他作

业时产生的小型火灾。 

发生火灾、爆炸时的严重程度：发生火灾有可能会造成人员烧伤，并有可

能引起临近建筑物燃烧；发生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但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还会形成大面积火灾，造成周围物体燃烧或群众伤亡，燃烧所产生的有毒有害

气体可使人员中毒、窒息，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3、危险化学品泄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 

主要几种类型：装卸点、管道等发生泄漏。由于泄漏导致环境污染时的严

重程度：一旦发生大量对环境有危害的化学品泄漏事故，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不

可挽回的影响。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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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组织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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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应急技术处置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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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启动 

3.1  应急会议召开 

1、发生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事故时，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情况，召开应急

会议。会议明确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1）通报事故情况； 

（2）明确现场应急抢险工作要求； 

（3）明确各应急小组组成和任务； 

（4）初步判断所需调配的内外部应急资源； 

（5）确定信息上报的政府有关部门和内容。 

2、应急指挥部根据易制毒化学品事故的发展及处置情况，适时安排后续工

作。 

3、建立各应急小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沟通、传达相关信息。 

4、各应急小组落实工作任务，及时将负责的工作情况及决定报告总指挥。 

3.2  信息上报 

事故/事件发生后，事故/事件所属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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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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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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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内容 

事故现场人员发现灾情后，迅速利用拨打“（87799）119”火警电话向消

防支队报警。报警内容： 

（1）事故具体地点； 

（2）着火介质、火势大小或有毒有害物质名称和泄漏情况； 

（3）泄漏或着火物质的理化特性及灭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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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应急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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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无人员伤亡、被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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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资源协调 

（1）后勤保障组按照总指挥指令，负责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供救援工具、

防护用品等器材物资。应急小组按现场应急指挥部指令，领用救援工具与防护

用品，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警戒疏散组领用应急警戒器材，开展现场警戒疏散工作。 

（3）医疗救护组领用应急医疗器材，开展现场应急救助工作。 

（4）当事故发生后，一旦本公司应急资源不足时，应急指挥部可与周边单

位联络请求支援应急救援装备。 

3.3  信息公开 

（1）向周边企业的通报 

事故无法有效控制，可能对周边企业造成影响时，由警戒疏散组指派专人

利用电话或现场告知等方式，及时向周边企业通报。通报内容包括：事故的严

重程度、影响范围、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污染情况、避险措施等。 

（2）向政府的事故报告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公司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向泉港区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响应中心报告事故详细信息，由泉港区应急局统一安排事故信息对外发布

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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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后勤及财力保障工作 

事故发生后，公司上下要充分调配人财物力等资源，全力配合做好事故处

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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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置措施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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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事故现场参加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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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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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处置具体要求 

4.2.1  火灾爆炸事故处置具体要求 

（1）要先查明引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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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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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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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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中毒、窒息事故处置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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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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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火灾、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4.3.1  陆运途中发生火灾、爆炸的应急处置措施 

运输途中发生的事故主要依托供应商、运输单位的应急力量进行处置，

FREP 在必要时给予支持，协助其进行处置；如协助其联系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配合事故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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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管道和阀门法兰处泄漏发生火灾爆炸 

1、应立即停止危险物料的输送，紧急关闭管道（阀门）法兰泄漏点上下游

两侧的截止阀或控制阀，并对泄漏管道（阀门）法兰附近其它管线（阀门）加

以灭火、降温、隔离保护； 

2、迅速组织人员撤离至上风向安全区，加强警戒，停止发火、爆炸区域一

切施工作业，全力救助伤员，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避免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

域；  

3、根据现场情况，制定灭火方案，采取有效的围堵措施，控制火情； 

4、灭火的同时要加强个人防护，要合理布置消防和救援力量； 

5、灭火结束后，要立即清理火灾现场，组织力量对泄漏点进行封堵、抢修。 

4.3.3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 

（1）电气火灾特点：电气设备着火时，现场很多设备因绝缘被破坏可能是

带电的，这时应注意现场周围可能存在的较高的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 

（2）扑救时的安全措施：扑救电气火灾时，应首先切断电源。为正确切断

电源，应按如下规程进行： 

①火灾发生后，电气设备已失去绝缘性，应用绝缘良好的工具进行操作； 

②选好电源切断点，拉下空开，或剪断非同相电源线，以免造成短路，剪

断部位应选有支撑物的地方，以免电线落地造成短路或触电事故。 

（3）公司电气火灾可选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切忌采用消防水。 

4.3.4  人身上着火的扑救 

人身上着火大多数是由于在火灾、爆炸事故现场扑救火灾引起的，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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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易燃物不当引起的。当人身上着火时，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扑救： 

1、如衣服着火应迅速脱去衣服，防止烧伤皮肤。若来不及脱或无法脱去应

立即就地打滚，用身体压住火种，切记不可跑动，否则风助火势会越来越大造

成严重后果，有条件用水灭火效果更好。 

2、如是因身上溅上油类着火，千万不要跑动，在场的人应立即叫其卧倒，

用湿衣服、湿毛巾、石棉等覆盖或扑打，使用灭火器灭火时，要尽可能不要对

着面部喷射。 

3、在抢救烧伤患者时，要特别注意保护患者烧伤部位，切不可用毛巾擦拭，

防止弄破皮肤感染。对大面积烧伤并已休克的伤患者，舌头易收缩堵塞咽喉造

成窒息，在场人员应将伤者嘴撬开，将舌头拉出，保证呼吸畅通；同时用被褥

将伤者轻轻裹起来，送往医院治疗。 

4.3.5  特殊危险化学品的火灾扑救注意事项 

扑救毒害品和腐蚀品的火灾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避免毒害

品、腐蚀品溅出。 

 4.4 中毒、窒息事故处置措施 

4.4.1  有毒物质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1、苯 

应急行动：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汽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

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

式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

越泄漏物。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陆地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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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然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上述泄漏处置建议是根据该材料最可能的泄漏情况提出的；然而，各种自

然条件都可能对所采取的方案有很大影响，为此应咨询当地专家。 

2、甲苯 

应急行动：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汽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

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

式呼吸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

越泄漏物。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小量泄漏：

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飞尘或石灰粉吸收大量液体。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

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3、甲醇 

应急处理：迅速报警，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

限制出入，切断电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

制性空间。 

消除方法：小量泄漏时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

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时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

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

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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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丙烯 

应急处理：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

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

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

源。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

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 

消除方法：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其他有毒物质泄漏的应急处理及消除方法详见附件危险化学品的 SDS。 

4.4.2  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在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可能对事故区域内外人群安全构成威胁时，

必须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对与事故应急救援无关的人员进行紧急疏散。疏散

的方向、距离和集中地点，必须根据不同事故，做出具体规定，如疏散时机、

范围、路线、方法和保障、组织指挥等。总的原则是疏散安全点处于当时是上

风方向及有毒气体扩散范围之外。对可能威胁到企业外居民(包括友邻单位人员)

安全时，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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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时应进行心理干预)。 

4.4.3  中毒和窒息急救措施 

1、苯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所有被污染的衣物，包括鞋类。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皮

肤和头发（可用肥皂）。如果出现刺激症状，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如果疼痛持续或复发，就医。眼睛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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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由专业人员取出隐形眼镜。 

吸入：如果吸入烟或燃烧产物，脱离污染区。把患者放卧位，保暖并使其

安静。开始急救前，首先取出假牙等，防止阻塞气道。如果呼吸停止，立即进

行人工呼吸，用活瓣气囊面罩通气或有效的袖珍面具可能效果更佳。呼吸心跳

停止，可进行心肺复苏术。送医院或寻求医生帮助。 

食入：尽量多饮水。寻求医生或医疗机构的帮助。 

2、甲苯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所有被污染的衣物，包括鞋类。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皮

肤和头发（可用肥皂）。如果出现刺激症状，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如果疼痛持续或复发，就医。眼睛受伤

后，应由专业人员取出隐形眼镜。 

吸入：如果吸入蒸汽，脱离污染区。把患者放卧位，保暖并使其安静。开

始急救前，首先取出假牙等，防止阻塞气道。如果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用活瓣气囊面罩通气或有效的袖珍面具可能效果更佳。呼吸心跳停止，可

进行心肺复苏术。送医院或寻求医生帮助。 

食入：尽量多饮水，禁止催吐。寻求医生或医疗机构的帮助。 

3、甲醇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min，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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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立即就医。 

4、丙烯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就医。 

皮肤接触：如果发生冻伤：将患部浸泡于保持在 38~42℃的温水中复温。

不要涂擦。不要使用热水或辐射热。使用清洁、干燥的敷料包扎。如有不适感，

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如有不适感，就医。 

食入：不会通过该途径接触。 

其他有毒物质泄漏的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的急救措施详见附件危险化学品的

SDS。 

4.4.4  堵漏处置技术措施 

（1）管道发生泄漏，可使用不同形状的堵漏夹、堵漏楔等器具实施堵漏； 

（2）微孔堵漏时，可用螺丝钉加粘合剂旋入孔内的办法封堵； 

（3）带压管道泄漏可用捆绑式充气堵漏袋或使用金属外壳内衬橡胶垫等专

用器具实施堵漏； 

（4）为了防止环境破坏，应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产生

的废水；对附近的雨水口、地下管网入口用专用的充气橡胶垫封堵。 

4.5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措施 

1、液化石油气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

风向撤离至安全区；静风泄漏时，液化石油气沉在底部并向低洼处流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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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向高处撤离。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静电、

防寒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逸出气体而非液体。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

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防止

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

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2、丙烯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

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静电服。

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处理液体时，应防止冻伤。禁止接触或跨越泄

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

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

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

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3、甲基叔丁基醚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穿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小量

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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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

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周围至少为 50m。如果为大量泄漏，

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300m。 

4、丁二烯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

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静电服。

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

击泄漏物或泄漏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

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

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5、乙烯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风、上

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静电服。

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接触液体时，防止冻伤。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逸出气体而非液体。喷雾状水

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

或泄漏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泄漏区直

至气体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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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

下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6、苯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

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5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

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300m。 

7、石脑油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

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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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5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

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300m。 

8、甲苯 

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

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穿防毒、防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禁止接触或跨越泄漏

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物进入水体、下水道、地下室或密闭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石灰粉吸收大量液体。用泡沫覆盖，减少

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

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5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

风向的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300m。 

4.6 具有环境危害的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措施 

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企业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中：甲基叔丁

基醚、乙烯、苯、对二甲苯、重甲苯、混二甲苯、碳五、碳九、甲苯、丁烯、

1-己烯、甲醇、异辛烷均有环境危害，其泄漏后处置不当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环保措施及处置措施见附件 F3。 

5  应急保障 

见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急预案》之“5.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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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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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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后赔偿：包括事故善后工作，救治受伤人员、安置亲属、申报

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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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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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预案自备案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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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1  物质的危险特性及灭火方法 

物

质

名

称 

危险特性 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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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灭泄露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或管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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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 

高度易燃，蒸汽与空气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

热能引起燃烧爆炸。蒸汽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

当远的地方，遇点火源会着火回燃和爆炸。 

喷水冷却容器和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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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醇 

高度易燃，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炸。蒸汽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点火源会着火回

燃和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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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撤

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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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灭泄露处的火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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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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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灭泄露处的火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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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 

高度易燃，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炸。蒸汽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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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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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基

叔

丁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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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比空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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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撤

离。 

灭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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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 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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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二

烯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接触热、火星、

火焰或氧化剂易燃烧爆炸。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

放出大量热量而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气体比空气重，

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

熄灭泄露处的火焰。消防人员必须佩戴

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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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

粉。避免使用直流水。 

对

二

甲

苯 

易燃，其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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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

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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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

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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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

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避免使用直流水 

石

脑

油 

燃烧释放出刺激性或有毒烟雾（或气体），包含一氧化碳

等物质。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快，容易产生

和积聚静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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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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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避免使用直流水 

丁

烯 

燃烧释放出刺激性或有毒烟雾（或气体），包含一氧化碳。

气体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洼处，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在高温火场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

引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

熄灭泄露处的火焰。消防人员必须佩戴

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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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

粉。 

己

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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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高热，可发生聚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而引

起容器破裂和爆炸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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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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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异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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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强氧化剂会引起燃烧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

消防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全身

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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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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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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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解

碳

五 

极易燃液体和蒸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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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比水轻，不溶于水，可随水漂流扩散

到远处，遇明火即引起燃烧。在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

炸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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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全

身防火防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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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解

碳

九 

易燃液体和蒸气。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

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发生反应，有燃烧

危险。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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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场中容器有开裂爆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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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已变色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混

合

二

甲

苯 

蒸汽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积存于低洼处，遇火源会

着火回燃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

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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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

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重

芳

烃 

可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

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流速过快时，

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蒸气比空气重，沿地面扩散并易存

于低洼处，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全身

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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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

上撤离。 

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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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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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戴防毒面具。紧

急事态抢救或逃生

时，应该佩戴自给

式呼吸器。 

2、 眼睛防护：一般不

需特殊防护，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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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

内的易燃性。用活性炭或其他惰性材料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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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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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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工作场所禁

止吸烟、进食和饮

水。工作后，沐浴

更衣。进行就业前

和定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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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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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吸过滤器防毒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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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工作场所禁止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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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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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佩戴

防毒口罩。必要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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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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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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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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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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或其他高浓度作

业区，须有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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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物质的环境危害特性及处置措施 

物

质

名

称 

环境危害 环保措施 泄漏化学品的收容、清除方法及所使用的处置材

料 

甲

基

叔

丁

基

醚 

可与水融合，可渗入土壤，破坏

地下水质，造成地下水污染 

防治流入下水

道、排洪沟等

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汽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乙

烯 

对环境有害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 

喷雾状水抑制蒸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

接触泄漏物。禁止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

源。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

间扩散。隔离泄露区直至气体散尽。 

苯 对水生生物有毒；对水生生物有

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下水

道、地下室或

密闭性空间 

陆地泄漏：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

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

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对

二

甲

苯 

对水生生物有毒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下水

道、地下室或

密闭性空间 

陆地泄漏：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

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

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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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甲

苯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

续影响 

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防止泄

漏 物 进 入 水

体、下水道、

地下室或受限

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无

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

物在受限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 

混

二

甲

苯 

对环境有害 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防止泄

漏 物 进 入 水

体、下水道、

地下室或受限

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无

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

物在受限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 

碳

五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

续影响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下水

道、地下室或

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或

覆盖。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防爆、耐腐

蚀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石

脑

油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

续影响 

防 止 进 入 水

道、下水道、

地下室或密闭

空间 

陆地泄漏：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

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

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

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丁

烯 

对环境有害 防止气体通过

下水道、通风

系统和密闭性

空间扩散 

若可能翻转容器，使之逸出气体而非液体。禁止

用水直接冲击泄漏物或泄漏源。喷雾状水抑制蒸

气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避免水流接触泄漏物。隔

离泄露区直至气体散尽。 

1-

己

烯 

对水生物有毒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下水

道、地下室或

限制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使用洁

净的无火花工具收集吸收材料。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

物在受限空间内的易燃性。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

或专用收集器内。 

甲

醇 

空气中的甲醇浓度大于50mg/m³

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在高浓度

下对水生生物危害的毒性等级

是 TLm96＞1000ppm，进入水体

后会对水体产生危险 

尽可能切断泄

漏源，防止进

入下水道、排

洪沟等限制性

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

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堰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

低蒸汽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

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异 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土壤和 防止泄漏物进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用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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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烷 

大气可造成污染 入水体、下水

道、受限空间 

的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可密闭的容器中。大

量泄漏，围堤收容，用抗溶性泡沫覆盖，减少蒸

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

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甲

苯 

对水生生物有毒，对水生生物有

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防止泄漏物进

入水体、下水

道、地下室或

密闭性空间 

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材料吸收，用洁净

的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吸收材料。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飞尘或石灰粉吸收大量

液体。用泡沫覆盖，减少蒸发。喷水雾能减少蒸

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空间内的易燃性。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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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规范化格式文本 

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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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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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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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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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2  事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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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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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Responsible person 

责任描述 

Description of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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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事件风险分析工具分值（适用时）IRAT score（where applicable）:  

调查 Investigation 

事件描述及结论（必要时附上流程图及照片）： 

Incident Description & Findings (Attach flow diagrams & pictures as 

appropriate): 

 

 

 

 

 

 

 

 

 

 

 

 

 

时间链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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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树 Whytree： 

 

 

 

 

 

 

 

 

 

 

 

 

 

 

 

直接原因

Direct 

Cause: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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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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4  采购企业基本情况表 

序

号 

生产企业名

称 

地

址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

号 

应急值守电

话 

采购的危化品名

称 

年 采 购

量 

销 售 方

向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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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5  求购企业基本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危险化学品使用类型 应急值守电话 求购的危化品名称 年求购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注：危化品使用类型指：使用、销售 

F4.6  签订运输协议单位基本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危险品运输证书编号 运输危险品货物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F5  经营化学品的 SDS 

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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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附图 

附图 1：公司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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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厂区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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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公司重点目标与应急队伍分布图（粉色与红色标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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