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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企业危险废物的应急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火灾、

爆炸或其他意外的突然或非突发事件导致的危险废物或危险废物成

分泄漏到空气、土壤或水体中而产生对本企业员工健康和周围环境的

危害。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2 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四）《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  

1.3 响应原则    

立足于控制事态发展，减少事故损失。  

1.4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

转运及其它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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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概况   

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盛资源）位于昆山市

张浦镇巍塔路 1117 号，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为民营企业，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总投资 8000 万元。公司占地面积约 32156.6 平方米，总

建设面积 17853 平方米，绿化面积为 5145 平方米，绿化率达 16.0%。

经营范围包括：废旧物资的收购、销售；环保工程施工；处置、冶炼

含铜污泥，目前企业主要从事冶炼含铜污泥。公司现有职工 100 人。

年工作 300 天，每天三班制，每班 8 小时，年总生产小时为 7200 小

时。 

含铜污泥的产生来源于含铜废水的处理。线路板生产、电镀以及

采矿、冶金都会产生大量的含铜废水。在我国，受技术和成本限制，

含铜废水主要通过化学处理法进行处理，即采用石灰、碱液、硫化物、

絮凝剂等沉淀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化学沉淀法技术成熟、成本低廉，

但会产生大量的污泥，污泥中不仅含有废水中未有效去除的重金属

铜，还掺杂化学絮凝剂中含有的铁、铝等金属，属于危险废物。由于

公司从事含铜污泥冶炼，原材料污泥属于危险废物，生产及排污过程

存在一定环境风险。 

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汇总见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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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昆山市亚盛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施金华 邮政编码 215300 

 

单位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巍塔路 1117 号 所在市 昆山市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镇 张浦镇 

 
职工人数 100 人 所在村 巍塔路 

联系电话 0512-83636688 占地面积 32156.6m
2
 

主要原料 
含铜污泥、石灰石、铜粉、耐火砖、

焦炭等 
所属行业 

环境治理业-危险废物治

理 

主要产品 粗铜锭 经度坐标 120°54′33.19″ 

联系人 安笑 纬度坐标 31°17′37.58″ 

 

企业规模 小型 历史事故 无 

2.2 企业周围的环境情况   

自然环境：企业地理位置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巍塔路 1117

号，厂区东侧依次为昆山恩连塑料电子有限公司；南面为新港路；西

面为雄诺固废；北面为空地。企业四周约 800m 范围内无集中居民点。

项目周边无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目标。 

本项目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该镇位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区，自

然条件较为优越，四周地势基本平坦，河道纵横，属于典型的江南水

乡平原。地面高程（吴淞高程）大都在 3.6 米以下，耕地高程在 3.2

米。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公司西侧的白米新村，周边的生态环境和地

表水体(吴淞江、大直港等)。   

2.3 危险源分析  

2.3.1 危废产生      

公司主要危险废物有含铜污泥（HW17 和 HW22）、废包装袋

HW49 和废活性炭 HW18。  

①含铜污泥：公司处置的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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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废包装袋：化学品包装产生； 

③废活性炭：废气处理过程中产生； 

2.3.2 事故类型   

厂区内产生或储存的危险废物可能引发如下事故：  

i.泄漏事故   

危险程度：临界的；   

主要污染物：有含铜污泥等危险废物；  

主要原因： 

①储存容器损坏，发生泄漏； 

②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导致泄漏； 

③由于操作失误导致危险废物的跑冒； 

④由于火灾、爆炸等引起危险废物的泄漏。   

影响范围： 

①对储存现场的污染 

②在运输过程对厂区道路污染  

可能后果: 可能会导致厂区内外土壤污染或者水体污染及挥发

使人中毒。   

ii.中毒事故 

废活性炭挥发的气体为有毒气体，通过皮肤接触（未佩戴手套或

防化服等相关的劳保用品）、过量吸入（未佩戴防毒口罩）等方式均

可能引发具有危险性的中毒事故。 

 iii.火灾事故  

废活性炭等都为易燃物，如在此区域有明火，达到燃点起火，火

灾蔓延，可能导致其他区域材料起火或导致热引发破坏性的爆炸，但

事故也是难以发生的。  

厂区危险废物种类和危害见表 2-3。 

表 2-3 危险废物种类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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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危废类别 产生工序 
产生量 

（t/a） 

最大储

存量（t） 

包装方

式 

可能引发事件特

征类型 

含铜污泥 
HW17 公司处置的危

废 
96000 15000 袋装 污染环境 HW22 

废包装袋 HW49 化学品包装 50 5 袋装 污染环境 

废活性炭 HW18 废气处理 90 5 袋装 火灾或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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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为保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各有关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下，迅速、高效、有序开展，危废环境事故成立应急总

指挥部（指挥中心），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环保课。    

总指挥：张建龙 

副总指挥：于有林 

主要职责：     

日常： 

①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环境应急预案。      

②建立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确定职责与权限 

③负责危险源管理，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制定控制措施。     

④负责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调整、修订和补充。    

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应急抢救预案。     

⑥对满足要求做出承诺，并实现持续改进。  

应急状态： 

①负责统一部署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及紧急处理措施。     

②负责调用本公司范围内各类物资、设备、人员和占用场地。    

③负责组织人员和物资疏散工作。  

④负责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⑤负责做好稳定生产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及安抚工作。 

应急保障组 

组长：张  勇 

主要职责：       

日常: ①负责仓库各类物资的库存管理工作。     

②负责厂区环境卫生和建筑的完好性。     

③负责厂区消防器材的检查维护。      

④负责公司各类安全装置和劳动保护用品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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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负责车队的安全工作。    

应急状态：①负责维持公司区治安，按事故的发展态势有计划地

疏散人员，控制事故区域人员、车辆的进出。     

②为事故伤者前往医院提供运送车辆，     

③负责有关事故直接责任人的监护。      

④负责组织落实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和善后处理工作     

⑤参加事故调查。     

抢险救灾组 

组长：钱建华 

主要职责：       

日常： 

①负责全公司范围的安全环境。     

②负责公司范围内的消防安全、人身安全。     

③负责轻伤事故的简单处理。         

应急状态： 

①负责对火灾、泄漏事故的灭火、堵漏等任务，并对其它具有泄

漏、火灾、爆炸等潜在危险点进行监控和保护，负责应急救援、采取

措施防止事故扩大，造成二次事故。      

②负责急救行动提供物质保证。其中包括应急抢险器材、救援防

护器材、监测分析器材等。      

③在有毒物质泄漏或火灾中产生有毒烟气的事故中，负责侦察、

核实、控制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④负责对受伤人员实施医疗救护联系确定治疗医院，办理相关手

续。     

⑤负责提出危险品贮存区域及重点目标的建议。     

⑥负责配合重大事故调查工作。 

通讯联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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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安笑 

主要职责：  

日常： 

①负责厂内安全环境的日常督查。     

②处理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络。    

③负责平时的应急准备。  

应急状态： 

①负责报告、信息报送、组织联络各职能部门及协调。     

②负责与外界的渠道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③负责向上级部门报告，并负责联络相关救援人员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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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防与预警  

4.1 危险源监控  

4.1.1 危险废物监控  

环保课负责对危险废物的处理工作，督查办负责在日常安全督查

中重点作如下关于危险废物的检查：  

①废活性炭等正确放置，桶口要盖紧。  

② 废活性炭、废包装袋等要用袋封口袋装。 

③  接触危险废物时应带手套，接触挥发性有毒气体要戴防毒口

罩。  

④ 危险废物入库时要分类整齐入池堆放。  

⑤ 检查危险废物台账是否有记录。 

⑥ 检查应急救援设备是否完好。 

4.1.2 危险废物管理措施  

公司生产产生的危废有含铜污泥（HW17 和 HW 22）、废包装袋

HW49 和废活性炭 HW18 等危险废物，有专门的库房贮存，有防渗漏、

防流失、防扬散和防火措施，并编有《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具体如

下： 

（1）明确了企业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建立了风险

管理及应急救援体系；已建立了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在显著位置

张贴了危险废物防治责任信息，各类固废均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

施； 

（2）根据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收集，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按照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张贴有明显标

识，并且各类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均已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每年向环保管理部门提交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4）通过“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江苏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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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 

（5）将危险废物的实际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纳入了

生产记录，建立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和企业内部产生和收集、贮存、

转移等部门危险废物交接制度。 

（6）执行了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及国家和省有关转移管理的相关

规定，如实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并保存所有转移联单记录。 

（7）公司已与委托泰州市科源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江苏和顺

环保有限公司、江苏诺斯特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邦腾环保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危废处置协议，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全部委托给持有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危废处置单位安全处置。 

 4.2 预警行动  

   接警人员接到报警后，应迅速向指挥部负责人报告，报告的内

容包括发生事故的单位、时间、地点、性质、类型、受伤人员、事故

损失情况、需要的急救措施及到达现场的路线方式，指挥部启动应急

预案，通知相关专业组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并视情况向上级管理部

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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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报告  

5.1 信息报告与通知  

（1）应急指挥部值班室设在环保课部门，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班。  

应急值守电话：  

（2）突发危险废物环境事故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立即迅速报

告环境应急指挥部，在夜间值班室接警后需立即向环保课人员报告。  

（3）值班人员接警后，立即将警情报告应急救援指挥办公室；

特别重大事故，可直接向环境应急指挥机构总指挥或执行指挥报告并

寻求相关单位的救援。 

5.2 信息上报  

（1）突发危险废物环境事故后，指挥部应立即上报主管部门。  

（2）信息上报内容包括：单位发生事故概况；事故发生时间、

部门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简要经过；事故已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

步统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3）信息传递 事故现场第一发现者  

值班室        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总指挥或副总

指挥       昆山市环境保护局  

事故处理后：事故后 5—15 日，由应急协调指挥人以书面形式报

告昆山市环境保护局，书面报告包括单位基本情况，人员救援情况及

康复情况，环境污染情况及防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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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响应  

6.1 响应分级  

当事故发生后，为了迅速、准确做好事故等级预报，减少伤害和

损失，首先应确定应急状态类别及报警响应程序。当事故发生后，事

故发生部门在积极组织人员进行事故应急处理同时，立即上报指挥中

心。由指挥中心根据事故等级确定报警范围。根据事故险情可采用三

级报警，报警级别视伤害影响及范围确定。 按照突发危废环境事件

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波及的范围，将突发危废环境事件的预警分

为三级：  

一级报警：当危险废物燃烧、爆炸比较大时，对周围环境影响比

较大（大于 500m 半径范围）。   

报警范围及方式：全面报警，指挥发出紧急动员令，调动一切人

员和器材、设备、药品等紧急物资，积极有效的投入抢修抢救工作，

首先保证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并迅速向公司有关部门报告，迅

速向周边地区各单位和社区发出报警，向各级主管部门请求支援。  

二级报警：当废物局部泄漏，且抢修无效，短时间内不能控制时，

并根据泄漏点大小预测，仅对厂内及厂界下风向距离 500m 内范围产

生危害影响，此时可发出二级报警。若部门处理不力，隐患进一步加

重，则响应级别上升。   

报警范围：由公司级指挥中心全面指挥，及时通知公司有关管理

部门，迅速通知厂外临近企业单位等有关部门，并派出专人深入现场

指挥，组织疏散、撤离和抢险工作。若发生了人员中毒事故后，指挥

中心应立即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联络，请求批示和援助。若部

门处理不力，隐患进一步加重，则响应级别上升。 

   三级报警：如果危险废物存放有毒物料容器发生少量泄漏，且

影响范围只限于厂区内，通过抢修或系统临时紧急措施就能控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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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及蔓延。 若部门处理不力，隐患进一步加重，则响应级别上

升。  

报警范围：主要由车间领导小组负责处理，但首先应向公司级指

挥中心汇报。在积极组织抢修的同时，应根据风向，对厂区范围内主

要受区域部门及时联系，做好预防措施。并派专人到受影响区域进行

观察和组织疏散撤离。 

6.2 响应程序  

事故发生时，应急指挥部立即组织各应急救援小组成员维护现场

治安秩序，建立事故现场周围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应急现场，

保障救援队伍、物资运输和人群疏散等交通畅通。  

单位应急响应的过程为接警、应急启动、控制及应急行动、扩大

应急、应急终止和后期处置。  

（1）突发危险废物环境事故后，由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情

况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的指挥与协调，通知有关车间、部门及应急抢救

队伍赶赴事故现场进行事故抢险救护工作。  

（2）召集、调动抢救力量，各车间、单位接到环境应急指挥部

指令后，立即响应，派遣事故抢险人员、物资设备等迅速到达指定位

置聚集，并听从现场总指挥的安排。  

（3）环境应急指挥部按本预案确立的基本原则、专家建议，迅

速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进行应急抢救，并且要与参加应急行动的车间、

部门保持通信畅通。  

（4）当现场现有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能满足应急行动要求时，及

时向县和上级主管单位报告请求支援。  

（5）事故发生时，必须保护现场，对危险地区周边进行警戒封

闭，按本预案营救、急救伤员和保护财产。如若发生特殊险情时，应

急指挥中心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及时采取

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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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卫生救助事故发生时，拨打 120 并及时赶赴现场开展

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应急工作。 

6.3 处置措施  

6.3.1 危废泄漏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1）应从上风处接近现场，严禁盲目进入。  

（2）严禁火种，避免一切因磨擦、碰撞而引起的静电或火花。

扑灭任何明火及任何其它形式的热源和火源，以降低发生火灾爆炸危

险性。 

（3）使用不产生冲击、静电火花的工具把泄漏物回收至密闭的

容器中，移至安全场所。  

（4）切断火源，小量泄漏：用活性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

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沙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流出时使用位于仓库北侧的砂土围阻隔，防止

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空间，并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5）保持空气流通，减少挥发性溶剂聚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6）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协同人，必要时用消防水

龙带喷水掩护。  

（7）作好相关泄漏记录，及时查明原因和追究相关责任。  

6.3.2 危废中毒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1）迅速脱离有害环境：中毒人员应迅速脱离有害环境，已昏

迷不能自行脱离的，医护室救护人员应迅速帮助中毒者离开现场，但

救护人员必须做好自身及协同人员的保护措施，进入有害化学品区要

注意佩带诸如防护服、防护鞋、防毒面具等防护用品,以免造成更多

的人员中毒。  

（2）截断中毒源：消除泄漏的源头，堵漏，避免毒害范围的扩

大。  

（3）紧急救护措施：因吸入或食入有毒物质而出现流涎、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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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昏迷、腹痛、腹泻、多汗、双瞳孔缩小、流泪、视物模糊、流

涕、呼吸困难、其它不适等中毒现象时，其它员工有责任对其进行抢

救，并视不同情况采取如下急救措施：  

 A.皮肤接触：皮肤受到有毒物质污染后要尽快脱去被污染的衣

物，包括内衣裤。污染的皮肤要尽快用肥皂水清洗，再用清水冲洗干

净。  

 B.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要持续

10-20 分钟，就医；  

 C.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令其平躺，清除口腔、

鼻腔分泌物等，维护呼吸道畅通；若出现呼吸困难补氧（人工呼吸、

吸氧，或指压人中、内关、足三里）。 

D.食入：误食入者，用软物、手指刺激中毒员工咽后壁手法催吐。

每次催吐后，口服清水或温淡盐水 100-200 毫升，隔 3-5 分钟后再次

催吐，直至呕吐物变清、无异味为止。服食腐蚀性毒物及抽搐尚未控

制者不宜催吐。催吐后，不论其效果如何或不宜催吐者，都应及时充

分的洗胃，以便稀释毒物，消除毒物，保护机体，减轻损害。现场可

采用刺激呕吐洗胃法，即先让中毒者喝下适量的洗胃剂（约 500 毫升

左右），然后刺激咽喉使其呕吐，吐后再饮再使之呕吐，反复几次至

呕吐物清澈为止。常用的洗胃液有：清水、淡盐水、淡肥皂水、茶水

等。  

 E.昏迷：员工在现场抢救和运送途中要防止因咽喉周围组织松弛

造成的窒息，同时也要防止胃内容物涌出造成窒息及吸入性肺炎。对

昏睡及神志不清的员工要采用昏睡体位。昏睡体位为：左侧躺下，左

手过头伸直，头枕在左手上，右手弯曲支住下巴；右腿稍微前曲。  

 F:不论哪种形式的中毒，经现场抢救后都应送往医院就医。拨打

120 急救中心电话，就近送医院作进一步的抢救、治疗。  

6.3.3 危废火灾事故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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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灾发生初期时，首先由目击者切断火灾现场电源，同时

通知环保课，环保课人员通知公司应急指挥部，组织现场消防人员进

行扑救。  

（2）环保课应立刻判断火势情况，拔打“119”火警报警电话，

如有人员伤亡，应立刻打“120”救护车，由通讯联络组派人在路口

接应消防车和救护车。  

（3）在火灾尚未扩大到不可控制之前，应使用适当移动式灭火

器或厂内消防车进行灭火，我公司一般使用干粉灭火器来控制火灾。  

（4）迅速关闭流向火点的可燃液体开关，用土砂盖住地面流淌

的可燃液体，或挖沟导流将流淌的可燃液体导向安全地点。另外，用

毛毡堵住下水井、窨井口等处，防止火焰蔓延。  

（5）为防止火灾危机相邻设施，必须即使采取冷却保护措施，

用冷水淋湿装有易燃易爆物体的容器，并迅速移走火点周围的易燃、

易爆物及贵重物。 

（6）注意观察火灾四周情况，避免出现伴随的人员中毒、建筑

物倒塌、物体坠落等事件。  

（7）各部门应安排留守保卫人员，防止有人乘机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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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保障  

7.1 保障措施  

（1）义务消防救援队：由单位保卫部人员组成，由保卫部负责

领导。义务消防队员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2）公司各单位场所的消防设施由环保课定期检查，环保课负

责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备，采购部负责购买。  

（3）环保课负责日常基础救援医疗设备设施的保管。  

（4）环境应急指挥部备用一辆应急交通运输车辆，或备用的车

辆只承担距单位较近的运输任务，并留好司机手机电话，一旦应急事

故发生，通知司机速回。  

（5）公司部门根据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需要，提出项目支出预算

报财务部审批后执行。  

（6）急救援小组人员的电话必须 24 小时开机，禁止随意更换电

话号码的行为。特殊情况下，电话号码发生变更，必须在变更之日起

48 小时内向环保课报备。  

7.2 保障物资  

   我公司的危险废物库、危险化品、车间及医务室配有消防栓、

灭火器、氧气呼吸器、担架等一系列事故必要的安全工具，能有效地

预防和减轻中毒、火灾及爆炸事故的发生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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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本预案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1）危险化学品：指属于爆炸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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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

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3）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

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

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

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4）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

性物质、有毒气体等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的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

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

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5）应急演习：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

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

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

（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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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易燃液体：指易燃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

液体,但不包括由于其危险特性已列入其他类别的液体.其闭杯试验闪

点等于或低于 61℃。  

8.2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 2020 年 7 月 24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