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1 适用范围与事件分级  

1.1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对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发生的环境突发事件。  

1.2 事件分级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集团公司环境突发事件

专项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按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将突发

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环境事件(Ⅱ级)  、

较大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  

1.2.1 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环境事件：  

（1）发生 30 人及以上死亡，或中毒（重伤）100 人及以上；  

（2）因环境事件需疏散、转移群众 5 万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

失 1000万元以上；  

（3）区域生态功能严重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  

（4）因环境污染使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5）利用放射性物质进行人为破坏事件，或 1、2 类放射源失

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6）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城市主要水源地取水中断；  

（7）因危险化学品（含剧毒品）生产和贮运中发生泄漏，严重

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8）发生在环境敏感区的油品泄漏量超过 100 吨，造成严重污

染的事故。  

1.2.2 重大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环境事件：  

（1）发生 10 人及以上、30 人以下死亡，或中毒（重伤）50 人

及以上、100 人以下；  

（2）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污染；  

（3）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疏散转

移群众 1 万人以上、5 万人以下的；  

（4）1、2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5）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及沿海水域大面积

污染，或县级以上城镇水源地取水中断；  

（6）发生在环境敏感区的油品泄漏量为  15~100  吨，以及在

非环境敏感区油品泄漏量超过 100 吨，造成重大污染的事故。  

1.2.3 较大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环境事件：  

（1）发生 3 人～9 人死亡，或中毒（重伤）50 人以下；  

（2）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地级行政区域纠纷，使当地经济、社会

活动受到影响；  

（3）3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4）发生在环境敏感区的油品泄漏量为 1 吨及以上、15 吨以

下，以及  

（2）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地级行政区域纠纷，使当地经济、社会

活动受到影响；  

（3）3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4）发生在环境敏感区的油品泄漏量为 1 吨及以上、15 吨以

下，以及在非环境敏感区油品泄漏量为 15~100 吨，造成较大污染的

事故。  

1.2.4  一般环境事件（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环境事件：  

（1）发生 3 人以下死亡；  

（2）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群体性影

响；  

（3）4、5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4）发生在环境敏感区的油品泄漏量为 1 吨以下，以及在非环

境敏感区油品泄漏量为 15 吨以下，造成一般污染的事故。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机构由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

小组办公室、应急工作主要部门、应急工作支持部门、应急信息组、

应急专家组、现场应急指挥部组成。 

集团公司或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后，公司现场应急指

挥部应接受上级应急部门的指挥和领导。 

2.2 机构及职责  

2.2.1 应急领导小组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由公司领导、副总师、办公室主任、

安全环保处处长、生产运行处处长组成，是公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

作的最高领导机构。  

组长：公司总经理（突发事件发生后，如公司总经理因故无法指

挥应急工作，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其他领导，按班子成员顺序临

时担任，或由总经理指派。）  

第一副组长: 公司分管该项工作领导  

副组长：公司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成  员：副总师、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安全环保处处长、

生产运行处处长 



应急领导小组负责 I、Ⅱ、Ⅲ、Ⅳ级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领导和

决策指挥工作，下达应急处置指令；派出现场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宣布启动和关闭公司应急预案。 

2.2.2 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分管安全环保工作的领导  

副主任：办公室、安全环保处、生产运行处负责人  

成  员：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及办公室、安全环保处、生产运行

处有关负责人 

主要工作职责：  

（1）优化应急资源配置，健全专业救援队伍，组织应急平台建

设、维护和支持工作。  

（2）协助公司领导处置 I、Ⅱ、Ⅲ、Ⅳ级突发事件，组织协调 I、

Ⅱ、Ⅲ、Ⅳ级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预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

救援、恢复与重建、评估与总结、信息发布与媒体应对等工作。  

（3）负责公司应急工作专题会议、活动和文电起草工作。组织

开展应急管理宣传培训工作。  

（4）负责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事项。  

2.2.3 机关职能部门  

办公室：负责各类应急信息接收，持续动态跟踪，及时向公司应

急领导小组汇报，接受并传达指令，协调机关职能部门应急联动；组

织起草应急事件上报材料和新闻发布工作；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期

间的生活、交通及日常事务等后勤保障工作；跟踪 I、Ⅱ、Ⅲ、Ⅳ级

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  

安全环保处：跟踪掌握有关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

并根据应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组织或参与现场应急处置，调动和协

调消防、气防等救援力量，并组织环境监测和应急状态下的污染防治；



负责事件调查、统计、评估、善后和案例分析工作；负责组织安保基

金定损理赔工作。  

生产运行处：跟踪掌握各类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情况，并根据应

急职能分工落实指令；负责生产信息收集，接收和处理向公司报送的

紧急事项，负责突发事件后生产组织、天然气调度、应急物资调运、

通信保障等工作，并参加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2.2.4 应急信息组  

公司设置信息组，负责 I、Ⅱ、Ⅲ、Ⅳ级环境突发事件的信息报

送工作。  

2.2.5 专家组  

公司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专家库，在应急状态下调动相关专

家组成应急救援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  

2.2.7  现场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指挥部是负责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中心，由公司应急领

导小组派出或指定事发单位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在公司应急领导小

组授权下，行使现场应急指挥、协调、处置等职责。  

2.2.8 现场工作组  

现场工作组由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指派，公司机关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及专家组成。  

工作职责:  

（1）协助事发单位现场应急指挥部工作，指导、督促和协调现

场应急工作，调配相关应急资源；  

（2）配合地方政府应急救援，做好事件处置的技术支撑工作；  

（3）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保证现场与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之间信息传递的及时与畅通；  

（4）核实应急状态解除条件，提出建议，并向公司应急管理办



公室报告；  

（5）完成公司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应急响应  

3.1 报告与接警  

公司各单位对发生一般（Ⅳ级）和较大(Ⅲ级)的突发环境事件，

事件所在的二级单位应在接到报告后 1 小时内报公司应急管理办公

室；对发生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事件所

在的二级单位应在接到报告后 30 分钟内报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同

时，要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事件报送时限的要求，将事件信息向当地

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报警电话： 2201（内线）、2567（内线） 

区环保部门电话：87261007 

区公安部门电话：85086500 

区卫生部门电话：87201515 

3.2 预警  

3.2.1 预警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启动预警程序：  

(1)发生Ⅱ级环境突发事件；  

(2)发生Ⅲ级环境突发事件，有可能引发Ⅱ级环境突发事件。  

3.2.2 预警程序  

(1)立即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并落实领导指令；  

(2)通知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做好应急准备。必要时，应

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有关成员、专家到公司应急指挥中心集中办公；  

(3)及时收集和掌握事件发展动态及现场抢险进展情况；  

(4)组织有关职能部门人员和专家分析、判断环境突发事件的紧

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事故抢险指导意见；  



(5)提供专家、队伍、装备、物资等信息；  

(6)根据事态变化，适时通报预警信息。  

3.3 预警解除  

当环境突发事件危险已经消除，经过评估确认，公司应急领导小

组可适时下达预警解除指令，并将指令信息及时传达至各相关职能部

门和事发生单位。  

3.4 响应行动  

3.4.1 响应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经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启动应急响应

程序：  

（1）发生Ⅱ级及以上环境突发事件；  

（2）发生超出二级单位处置能力的环境突发事件；  

（3）公司应急联动要求；  

（4）山东省、济南市或长清区政府应急联动要求；  

（5）重点区域、敏感时期等可能引发严重事态的环境突发事件。  

3.4.2 响应程序  

(1)立即召开首次会议，宣布进入应急响应状态；  

(2)通报事件情况，研究部署应急救援工作，审定应急有关事项；  

(3)向事发单位派出现场工作组；  

(4)协调应急专家、专业队伍和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判断是否

请求协调外部应急资源；  

(5)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报告事件有关信息；  

(6)向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等有关职能部门报告事件有关信息；  

(7)贯彻落实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的应急工作指令；  

(8)解除应急状态。  



3.4.3 指挥与协调  

3.4.3.1 应急领导小组  

（1）了解事件事态、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现场应急行动

原则要求；  

（2）安排二级单位先期处置、控制或切断污染源，实行紧急自

救，防止引发次生、衍生事件；  

（3）派有关人员和专家组赶赴现场；  

（4）协调内部有关部门实施应急支援。  

3.4.3.2 应急管理办公室  

（1）收集现场情况资料，及时掌握事故发展动态，向应急领导

小组汇报，并传达应急领导小组的指示；  

（2）根据应急领导小组指示，及时向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及地

方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并协调地方有关救援力量；及

时向地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调公司内、外部救援力量；  

（3）根据应急领导小组指令，派出赴现场人员；  

（4）负责对外新闻发布资料的起草工作；  

（5）负责应急领导小组与所属二级单位的通讯畅通；  

（6）负责协调救援资金的落实。  

3.4.3.3 职能部门  

（1）安全环保处  

1）根据应急领导小组指示，通知相关专家赶赴事件现场；  

2）组织专家制定环境应急处置技术指导方案；  

3）协调现场环境污染监测和控制；  

4）依据事件发生现状，模拟事故动态发展，组织专家对现场

应急工程技术方案提出意见或建议；  

5）配合和参与善后处理工作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2）其它职能部门  

按照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履行相应职责。  

3.4.3.4 现场应急指挥部  

（1）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2）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3）请求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救援，进行现场风险规避和救

援，协助当地政府做好相关救护活动。  

3.4.4 应急监测  

发生环境突发事件后，根据事件分级和现场情况，启动公司应急

监测和现场处置程序（见附件 10）。  

（1）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将基本情况通知公司当地环境监测部

门，并配合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工作，迅速编写应急监测方案。监测方

案的主要内容为：  

1)初步确定监测项目；  

2)选定监测分析方法；  

3)确定相应的监测仪器和采样设备；  

4)根据污染情况初步确定监测点位的布设、采样方式和频次。  

5)根据事件情况确定监测人员的防护装备。  

（3）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迅速派出人员与现场监测人员会合。

进入现场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监测方案作适当修改。  

3.5 次生灾害防范  

(1)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进行会商，研判事态发展趋势，制

定次生灾害防范措施。  

(2)现场应急指挥部安排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和环境监测，防止人

员中毒或引发次生环境事件。  

(3)现场应急指挥部进行动态评估，当有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时，应立即指挥撤离。  

3.6 应急状态解除  

当现场周边环境污染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隐患基本消除；

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受伤、中毒人员得到妥善救

治和安置，经过评估确认后，并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同意，现场应急

指挥部提出解除现场应急状态的建议，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由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宣布解除应急响应。  

3.7 善后处置  

(1)现场指挥部协调事发单位应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受灾人员的安

置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支付赔偿或补偿，并尽力对遭受污染的生

态环境进行恢复，超出事发单位能力的，上报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协调解决。  

(2)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专家，

会同事发单位进行应急过程评价，编制环境突发事件调查报告和应急

总结报告（详见附件 8），并在  20 天内上报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

急领导小组。  

(3)根据实战经验，公司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  

4 应急保障  

4.1 通讯与信息  

办公室及有关部门负责建立健全有线、无线、卫星等多种手段相

结合的基础应急通信系统，并逐步建立视频远程传输技术，确保应急

领导小组与上级和各单位的应急通信联络畅通。 

安全环保处：协助建立公司环保专家及当地政府环保职能部门的

通讯联系网。  

其它职能部门：协助建立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有关专家及当地政府



职能部门的通讯联系网；  

事发单位：负责本单位、当地人民政府相关信息收集、分析、处

理，并向公司、当地人民政府上报信息；同时负责建立相关职能部门

的通讯联系网。  

4.2 物资与装备  

应急装备保障。以单位为依托，建立健全以区域应急系统为主体

的分公司应急物资储备和社会救援物资为辅的物资保障体系，建立应

急物资动态管理制度。  

医疗卫生保障。单位负责协调应急处置中的相关医疗部门，组织

医疗救护队伍实施现场医疗救护，组织落实专用药品和器材，必要时

公司予以协助。  

治安保障。现场应急指挥部在公安部门到来之前，事发单位要组

织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

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协

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  

物资保障。各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配备应急设施、物资，

分公司通过现有资源整合、针对性购置等方式，加强环境应急预警、

环境应急安全防护、环境应急监测等系统建设，保障环境应急救援资

源的共享和需求。  

4.3 应急队伍  

公司和各单位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资源和技术设备设施

资源，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技术支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组建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专家库，专家库由环境监测专家、危

险化学品专家、环境评估专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等组成  

4.4 应急技术  

在应急响应状态下，应急救援应与当地政府配合，得到当地的环



保、公安、医疗、交通、气象等部门的技术支持。  

5 附则  

5.1 制订与解释  

本预案由公司安全环保处组织制订，并负责解释。  

5.2 预案的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6 附件 

附件 1：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附件 2：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及联系方式 

附件 3：公司各单位主要应急负责人联系方式 

 

 

 

 

 

 

 

 

 

 

 

 

 

 



 

 

 

附件 1：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区号：0531） 

部 门 
应急 

职务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公司应急 

领导小组 

组长 孙宝福 总经理、党委书记 87422677 13811387527 

副组长 苗 勇 
副总经理、安全总

监、党委委员 87422965 18560215050 

成员 刘 虎 
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成压厂总经理 

（028） 

88453401 
13518151568 

成员 魏敬国 
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成压厂书记 

（028） 

88453445 13981823656 

成员 许传国 
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 87422692 13606373509 

成员 郭进举 
总经理、总工程师、

党委委员 87422290 13305313660 

成员 王彦玲 
纪委书记、党委委

员 87422978 18678828118 

 

 

 

 

 

 



 

 

 

 

 

附件 2：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联系方式 

（区号：0531） 

部门 
应急 

职务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公司应急 

领导小组办

公室 

主任 苗 勇 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87422965 18560215050 

副主任 王 斌 办公室主任 87422290 13605311512 

副主任 张兆雨 生产运行处处长 87422334 13573102768 

副主任 刘 伟 安全环保处处长 87423017 13964022576 

成员 储连伟 党群工作处处长 87422240 13173007926 

成员 王昌春 人事处处长 87422701 13583191877 

成员 史梅云 规划发展处处长 87423099 13589092066 

成员 贾娟宁 财务资产处处长 87422998 13668815385 

成员 王德文 企业管理处处长 87422723 13606412195 

成员 王永刚 审计监察处处长 87422288 13969093246 

成员 董占春 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87422345 13964062406 



 

 

 

 

 

 

 

附件 3：  

公司各单位主要应急负责人联系方式 

（区号：0531）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机加一分厂 倪红军 厂 长 87422421 13969166091 

机加二分厂 高光波 厂 长 87422799 13156197998 

总装分厂 刘昱俊 厂 长 87422499 13505317275 

铆焊结构件分厂 秦孝文 厂 长 87422815 13608929661 

热处理分厂 朱晶民 厂 长 87422898 13969060217 

生产准备与物资管

 

李共仓 主 任 87422423 18615176249 

海外技术服务公司 张玉平 经 理 87422601 15154183000 

销售公司 孙希波 经 理 87429301 13969060202 

液力传动事业部 李春生 经 理 87422883 15805318801 

工程机械动力事业

 

谭福龙 经 理 87426087 18866887500 

船舶动力事业部 王  磊 经 理 87426155 13506403106 



 
 

动力装备研究院 张则亚 院 长 87426600 13505317494 

质量管理中心 曹景雷 主 任 87422628 13954130998 

动力服务部 王冠旭 主 任 87422687 15966652288 

矿区管理部 冯  伟 主 任 87422367 13954159777 

职工医院 吕永青 院 长 81931898 13001702895 

成都压缩机分公司 刘  勇 
副总经理 

安全总监 

028 

88453476 
15902857505 

再制造分公司 张光林 总经理 
0317 

2572377 
1590808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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