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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2019 年 5 月由呼伦贝尔北方药业

有限公司环保监察部牵头，组织管理人员及车间岗位人员等成立了呼

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负责预案

的编制工作，编制小组在充分学习国家和黑龙江省相关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基础上，进行了实地踏勘，对项目区及周边 5km 范

围内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在编制过程中各个职能部

门对预案内容进行讨论，充分征求了单位各级部门、周边单位及居民

点的意见，形成了《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初稿，经本单位内部评审后报送黑龙江省环境保护专家（黑龙江

省环保厅环境专家库成员）进行外部评审（3 名专家），单位根据专

家的评审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形成了《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终稿。现就预案编制的有关情况做一下说明。

2 预案编制目的

编制《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

目的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性环境事件，事先主动制定、采取防范

措施，防止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生，一旦事件发生时能迅速有效的控

制与处理，防止污染事态的扩大，将事件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确保现

场及周边地区人员健康及环境安全。结合本单位实际生产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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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提高单位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建立紧急情况下的快

速、科学、有效地组织事故抢险、救援的应急机制，控制事件的蔓延，

减少环境危害，保障员工生命健康、财产和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快速、

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 预案的编制原则

3.1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全体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

务。加强对环境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

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突发性环

境污染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

3.2 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接受政府环保部门的指导，

使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系统成为区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

单位部门之间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污染源造成

的环境污染，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使采取的措施

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范围与社会影响相适应。

3.3 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

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3.4 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应对突

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工作准备，加

强培训演练，应急系统做到常备不懈，为本单位和其他社会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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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应急时快速有效。

4 预案编制的简要过程

4.1 成立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

成立了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针对

可能发生的事件类别和应急职责，结合单位部门职能分工抽调预案编

制人员。在各项调查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

件类型和影响范围，编制了本应急预案。对应急机构职责、人员、技

术、装备、设施、物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做出具

体安排。环境应急预案编制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应喜平

副组长：王立深

成员：朱可丽 白成海 姜波 田力 徐伟男 赵承志

4.2 工作开展前的准备工作

公司聘请环保领域的专家进行现场培训，充分了解国家生态环境

部和地方生态环境局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备案管理的具体政策要求，

确定制定应急预案的必须具备的具体内容以及需要提交的文本材料。

根据此次预案的工作内容，明确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务和职责，使工作

有条不紊的开展。

4.3 厂区排查和资料收集

根据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员认真对厂

区进行全面仔细的排查，对项目生产工艺、环境危险源、现有的环境

应急物资和应急设备以及对项目周边环境现状、环境敏感点等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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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和询问，充分收集与本项目有关的数据和信息。

4.4 预案编制

在充分整理好前期搜集的项目周围环境现状资料以及公司各部

门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基础上，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编制《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

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章节包括：总则、企业基本情

况、企业环境危险源与环境风险分析、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

防与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和措施、信息公布、后期处置、应急培训和

演练、奖惩、保障措施、预案的评审与发布。在编制的过程中，定期

组织会议进行技术上的问题探讨和工作进展的汇报。及时向相关部门

负责人核实和了解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组织机构的安排，

使预案文本编制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如实的反应公司环境风

险防范存在的问题以及后期需要环境风险措施整改和完善的内容。另

外聘请环保专家和相关机构进行技术上指导和培训，使文本的质量符

合环保审查的要求。

4.5 单位内部审核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文本编制完成后，在公司内部由各相关专业管

理部门及应急管理组织成员审核，并由预案编制组汇总修改意见，采

纳合理建议对预案进行完善后形成初稿。

4.6 外部专家审核

预案送审稿完成后，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对预案初稿进行

评审，充分征求各专家、周边四邻相关方的意见，对预案内容进行进

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最终备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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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单位负责人签署发布实施

预案编制小组汇总内、外部及专家意见，对预案内容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的预案最终稿，交由单位负责人审定后，签署颁布令，开始

实施，并按预案演练计划进行演练。

4.8 预案备案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要求，

向牙克石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备案。

5 预案的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本单位生产区、储罐区等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

处理程序、内容、要素等基本要求，为事故发生时提供应急处理措施。

当超出自身应急救援能力或事故灾难、险情的严重程度扩大时，及时

报请市政府、环保局等相关应急领导机构，启动上级相关应急预案实

施救援。预案内容包括：物资装备、预警、应急响应、处置、监测、

事件上报流程、后期处置、善后处理等。

6 征求关键岗位员工和可能受影响居民、单位代表意见

本次应急预案文本编制过程中，诚恳地咨询和听取了相关专家对

厂区的环境应急预案的现场处置、环境应急物资准备以及应急领导小

组建立的具体要求。另外，还征求了周边相关单位四邻代表的意见，

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和个人对环境应急预案防范措施的良好建议。本公

司对上述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认真落实相关要

求和群众提出的良好建议。

另外，在专家评审会上，认真听取了专家和环保局相关领导提出

的相关要求和建议，并努力的进行改进，将环境风险发生概率控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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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将环境事故发生时产生的危害程度控制到最小。

7 重点内容说明

本次预案重点分析本公司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事件发生时产生

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评估项目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对周围敏

感点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同时，重点核查公司目前可调

用的环境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等应急资源状况，并对相关物

资进行补充。

另外，根据项目环境风险源的类型和危害程度，重点核查公司目

前环境风险源防范措施是否存在进一步完善的问题。针对出现的问

题，采取可操作性高、经济成本低、环境危害程度小的现场应急处置

措施。

针对成立的应急领导小组，明确各小组的职责。在事件发生时，

做好应急领导小组之间、应急领导小组和企业各部门、应急领导小组

和环保主管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和事件通报，并在文本报审生态环境局

前，先进行环境应急演练，完善文本方案的可操作性。

8 组织对预案内容进行推演

进行应急预案演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群众在各种复杂条

件下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单位开展应急预案演练要突出实战

能力，把注重演练过程与注重演练结果、突出演练形式与充实演练内

容、开展好一般情况下的演练与特殊情况下的演练等结合起来，从而

确保应急预案演练取得应有成效。

通过演练，既规范了应急救助、保障流程，又提高了本单位的协

同联动处置能力，也增强了单位应急保障工作队伍的团队意识、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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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责任意识。既可检验预案的实用性、可用性、可靠性，又可发

现预案演练中暴露出的不足，本单位是将征求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

完善相关预案，使之适应现实需要。

9 预案演练情况说明

9.1 演练效果

2019年 6月 10进行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演练，通过此次应急演练，

为应急人员提供一次实战模拟，使应急人员熟悉应急操作，进一步增

强了职工的应急处理能力，为真正的的事故应急处理提供了经验保

证。在这次演练中，每个演练者都获得再次学习和提高认识的目的，

对于管理人员来说通过演练可以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并可以

从中找出改进的措施，把预案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将演练情况总

结如下：

（1）公司领导高度重视，为演练的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成功打下见

识的基础。专门成立演练组织机构，由主管环保安全副总姜波任总指

挥，由环保监察部部长孙晓刚任现场总指挥，姜波对演练工作过程中

进行领导和指挥，并参加演练方案的多次讨论和修订工作，从而保证

了此次演练的顺利、有序进行。

（2）本次演练活动，公司部分车间有条不紊的组织开展，使演练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1、制定应急预案

2、做好宣传工作

3、精心组织，确保演练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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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演练暴露的问题清单

（1）操作不熟练，失误较多。参演员工在进行应急自救时，基本能

够各司其职，但操作不熟练，还需要在平日加强应急预案的学习和加

强练习，熟练掌握应急救援工作要领，提高自救能力，明确操作禁忌，

以保证在事故发生时能够顺利完成各自的应急救援工作。

（2）少部分人员不熟悉应急救援程序，部分参演人员对应急救援预

案不太熟悉，对自己的职责不太明确，不能严格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程

序进行自救工作，延缓了整个应急救援工作。平时要组织员工加强对

应急预案的学习，多开展应急模拟演练，使参演员工能掌握应急救援

程序，明确职责，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顺利开展应急自救工作。

（3）内容层次不规范，附件项目不够齐全。

（4）预案中相关应急机构和部门联系方式不全。

9.3 解决措施

（1）认真总结演练经验和教训，并根据国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要求

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修改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

（2）根据应急救援器材配置需求，各部门配备专用对讲机，并加强

对各部门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的监察，保障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

展。

（3）为了使应急预案在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当中真正发生效用，

使员工在各种灾害事故发生后清楚应急救援措施，部门必须依据应急

预案演练计划组织相应的模拟演练。

10外部评审情况说明

《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经单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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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征求意见后组织了黑龙江省相关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了外部评审

（函审），形成了评审意见。预案经评审完善后，单位主要负责人进

行了签署发布。各函审专家对《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函审专家组对其环境应急预案及

其编制说明、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与评议，出具了评审意见，专家在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后，认

为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较规范，内容较全面，编写基本要素

完整，防范措施基本可行；专家组同意经修改完善后通过预案的评审。

可以上报牙克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了逐条修改，最终形成了

《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终稿，现将根

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成后的报告呈报牙克石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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