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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保证企业、社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并

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的控制与处理，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确保现场及周边地区

人员及环境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的暂行办法》、《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其他环保法律法规、行业有关规定等。 

三、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内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本预案所称环境污染事件，是指由于违反

环境保护法规的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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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与人民财产受到损失，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物）、危险化

学品和有毒化学品等方面环境污染事件。 

四、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地理位置 

公司位于赣州市沙河工业园，周边环境详见平面示意图（附件一）。 

2、厂区平面图（附件二） 

3、公司简介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制药企业，成立于 1976 年，现有员工 600 余人。

公司现有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颗粒剂、片剂、散剂、原料药等七个剂型。 

4、生产工艺（附件三） 

5、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1）大气污染物 

公司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锅炉废气，燃料为木柴，产生的氮氧化物、烟尘废

气经脉冲布袋除尘系统除尘后排放（排气高度为 50 米）。 

（2）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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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地面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和雨季雨水，公司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经公司内部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执行《中药类制药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 和《化学合成类制药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4-2008 中最严格标准，排入工业园区排水管道。 

（3）固体废物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办公垃圾、药渣，由赣州市燕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

行清运。 

（4）噪声 

公司噪声主要来自真空泵和空压机。设备源强约 80dB(A)左右。设备进行隔声处

理或距离衰减后，相应厂界噪声声级可符合要求。 

6、废水处理设施 

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 600 吨/天，化学合成药废水预处理采用“铁碳微

电解+Fenton 氧化”，主生化系统采用“完全混合式深度水解——厌氧技术+好氧组合

工艺”，出水采用混凝气浮+臭氧+过滤工艺，保证污水达标排放。另建有事故应急池，

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用于收集事故产生的废水。 

五、公司危险源目标的确定及危险、有害性分析 

1、危险源目标的确定：根据公司所生产、使用、储存化学危险品的品种、数量、

危险性质以及可能引起环境污染事故的因素，确定公司环境污染事故主要危险源有：

危险化学品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车间（原料药车间、提取车间），质量控制部化学

品储存室。 

2、主要危险、有害性分析： 

生产过程中、危险化学品库区装卸物料、管道软管连接等作业过程中未严格按操

作规程操作，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腐蚀、破裂等均可能造成危险、有害因素。 

表 1  风险特征 

风险类型 危害 原因简析 

危险化学品泄漏 

污染大气  

引起火灾 

引起爆炸 

地震、雷击等不可预见因素 

管道设备损坏、腐蚀，阀门松动等 

操作失误 

火灾爆炸 

财产损失 

人员伤亡 

污染环境 

冲击波破坏作用 

储存物质泄漏 

存在机械、高温、电气、化学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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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废液泄漏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废液储存桶腐蚀、破裂等 

六、组织机构与职责 

1、领导机构 

在公司负责人统一领导下，设立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负责组织指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总指挥由公司负责人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安

全环保的领导担任，成员由 EHS 管理部、设备工程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质量保

证部、质量控制部、物料与产品管理部、生产部及下属生产车间等部门负责人、EHS

管理部主管和安全员组成。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以应急指挥部为中心，负责公司应

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如公司负责人不在公司时，分管安全环保领导全权负责应

急救援指挥工作。公司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环保领导皆不在企业时，由分管质量领导全

权代理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主要职责： 

1.1负责公司环境污染应急处理工作，负责环境污染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修订，

研究确定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措施。  

1.2根据公司内突发环境污染情况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1.3负责公司内突发重大环境污染应急事件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1.4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1.5负责与环保、安监、消防等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沟通。 

2、日常管理机构：EHS管理部。 

主要职责： 

2.1负责日常协调服务工作； 

2.2受理轻度环境污染事件报告，调查事件原因、污染源性质及事件发展过程，

快速做出反应。 

2.3及时向分管领导、公司负责人报告轻度环境污染事件。 

2.4组织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2.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环保任务。 

3、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组 

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组下设义务消防队、抢险救援组、警戒疏散组、通讯救护组、

物资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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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务消防队： 

队长：义务消防队队长  

副队长：义务消防队副队长 

成员：义务消防队成员。 

职责：公司范围内发生突发事件时负责突击救援。 

（2） 抢险救援组 

组长：生产部负责人 

成员：事故发生部门管理人员和生产部所有指定员工。 

职责：按照救援方案或指令实施救援行动。 

（3） 警戒疏散组 

组长： EHS管理部负责人 

成员：部门主管及其他人员  

职责：负责事故发生后人员的疏散，封闭相关通道及场所，维护现场秩序，杜绝

无关人员进入救援现场，确保救援的顺利进行。 

（4） 通讯救护组 

组长：行政部负责人 

成员：其他行政办公室人员 

职责：  

A、 负责伤者脱离事故现场后的初期救护及车辆调度工作。 

B、 组织简单的基础医疗救治，提供公司备用的药品。 

C、 负责外部救援人员的接待、车辆的引导。 

（5）物资保障组 

组长：物料与产品管理部负责人 

成员：部门主管及其他人员 

职责：负责紧急调配应急救援设备、物资。 

七、预测预警及报告 

1、巡查、预测、监测 

EHS管理部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的巡查、检查制度，加强对可能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重点区域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患，按规定对排放的污水进行跟踪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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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巡查、预测、监测报告 

各级人员在巡查、检查、监测过程中发现环境污染事故隐患，需立即报告 EHS管

理部，EHS 管理部依据隐患的性质分级处理，车间、部门能立即处理的，及时整改；

车间、部门不能立即处理的，及时上报公司分管安全环保领导、公司负责人，制定处

理措施，及早处置，杜绝重大污染事件的发生。 

八、 应急响应 

1、应急响应的分级 

应急救援指挥部依据突发环境事故的类别、危害的程度、事故现场的位置及事

故现场情况分析结果确定预案的启动条件。当事故发生内部保障可以控制时，启动本

预案，即人员控制及人力、物力可支持；当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内部不可控

制时，启动本预案，同时向环保局、安监、消防等部门报告请求支援。 

2、 报警程序 

发生事故，或有可能出现突发环境事故征兆、险情时，发现人员应立即向部门负

责人、EHS管理部和公司领导报告，报警时需讲清楚内容：报警人的姓名、所属部门、

时间、事件性质、事故类型、事件简况。 

报警流程如下： 

↗分管安全环保领导 ↘ 

现场发现者→本部门负责人                      公司负责人→应急方案启动 

↘EHS管理部负责人 ↗ 

3、应急预案的启动 

3.1任何人接警后，要立即向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报告，根据事故发生的

位置及危害程序，由总指挥决定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必要时报告当地安监、环保、

消防等政府有关门部。 

3.2制定应急方案。应急指挥部在综合分析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应尽快制定出应急

处置方案，确定应急任务，内容包括： 

（1）应急总目标及应急企图； 

（2）出动的力量及应急行动的规模，应急人员的分工及应急行动要求； 

（3）所需设备及应急器材和人员防护要求，完成准备工作及到达事件现场的时限。 

4、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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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各应急小组组长依据应急方案的分工，立即通知所属人员以最快速度赶赴事

故现场，明确人员分工，检查应急器材和个人防护措施，采取相应的措施，进入应急

现场，实施应急处理。 

4.2污染事故现场应急措施 

4.2.1 装备 

（1）抢修堵漏装备    

抢修堵漏装备种类：常规检修器具、橡胶垫、铲，配置的砂土等吸附物，收集废

物的专用容器。 

  （2）个人防护装备 

个人保护装备种类：防酸碱防护服、防尘口罩、防毒口罩，防毒面具、乳胶手套、

胶鞋、护目镜等。 

  （3）灭火装备 

    种类：干粉灭火器、砂土等。 

  （4）通讯装备 

通讯设备种类：防爆对讲机、公司内固定电话、个人手机。 

（5）应急救治装备 

担架、紧急医药箱、药品等 

4.2.2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的应急处置，应注意根据其化学危险特性，采取不同的处置措

施，具体参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泄漏应急处理的要求进行处置。 

4.2.2.1 危险化学品泄漏一般处理方法 

（1）储罐泄漏，可采取倒罐方法，尽量将发生泄漏的储罐内物料转移至备用储罐，

若现场泄漏事故已经引起火灾，应组织冷却和灭火，特殊危险化学品不要盲目灭火，

而应控制燃烧。 

   （2）生产装置泄漏，生产装置发生泄漏，若能转移至备用储罐，需立即转移至备

用储罐，若无法转移至备用储罐，需用砂土等筑堤堵截；储罐区发生泄漏，要及时筑

围堰堵截，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污染水体。小量泄漏，可用砂土混合覆盖，抑制蒸发。 

 （3）危险废液泄漏，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液因储罐腐蚀等原因发生泄漏，需立

即转移至备用储罐，并用砂土混合覆盖，抑制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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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弃物处置。事故处置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废液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理，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水不得排出厂外，自流或利用泵将污水抽到应急处理

池内，进行处理后再排出。 

4.2.3 火灾、爆炸事故的处置 

（1）发现起火，立即报警，宜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沙土灭火。   

（2）切断火势漫延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密闭容器和可燃物，控制燃

烧范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3）储罐可能发生爆炸等特别危险的情况需紧急撤退。 

九、应急结束。突发事件已得到控制，重大险情已经解除，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

善后工作已有序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 

    十、后期处置 

    1、环境污染事件控制住后，各生产车间、部门要做好人员安抚、生产的恢复

等工作。 

    2、应急事件处理后，由 EHS管理部组织编写分析报告，进行应急总结，报送

分管安全环保领导、公司负责人，必要时将结果上报有关部门。 

    3、EHS管理部应准确及时地记录应急过程，总结应急经验教训，修改完善应

急预案，各项事件处理记录由专人负责填写，EHS 管理部存档。各种记录必须有时间、

地点、负责人。必须记录的情况有：（1）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束；（2）指挥程序，

出动力量的规模与性质；（3）任务分工与完成任务的情况，各个环节的衔接度；（4）

应急组织、工作人员、应急设备、设施、器材的适应性及完成任务的能力；（5）地形、

气象对危害区域及应急行动的影响；（6）各类公告、公报、通报、通知及重要指示等；

（7）决策记录、信息分析；（8）工作总结。 

十一、应急保障 

1、应急设备、器材的保障 

公司有：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防化服、护目镜（屏）、防护口罩、胶靴，灭

火器、消防栓、沙池、沙袋、洗眼淋浴装置等。 

应急设备设施、器材由专人进行检查、维护，保持完好状态。 

2、公司设立专帐，保证应急设备、器材购置经费。 

十二、应急培训与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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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训 

1.1EHS 管理部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的培训工作，各生产车间、部门作好日

常预案的学习，制订相应的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技能的培

训，有培训记录和培训评估。 

1.2 培训内容 

1.2.1 公司危险重点部位的分布与事故风险，可能的重大危险事故及其后果。 

1.2.2 事故报警与报告程序、方式。 

1.2.3 泄漏处置与化学品基本防护知识。 

1.2.4 各种应急设备设施及防护用品的使用与正确佩戴。 

1.2.5 应急疏散程序与事故现场的保护。 

1.2.6 灭火器的使用与基本灭火方法。 

1.2.7 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 

1.3 培训要求 

1.3.1 针对性：针对可能的事故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各类人员予以不同的

培训内容。 

1.3.2 周期性：公司级的培训一般每年一次，二级培训根据培训计划时间。 

1.3.3 真实性：培训应贴近实际应急活动。 

2、演练 

由 EHS 管理部制定演练方案，每年至少组织进行一次演练。  

 

本预案由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EHS管理部负责制定和解释。 

本预案 2017年 1月 1日修订，自 2017年 1 月 1日起实施。 

 

附件： 

一、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周边环境平面示意图 

三、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厂区平面图 

四、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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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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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建设项目周边环境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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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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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应急救援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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