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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风险分析 

重大危险源的基本情况 

公司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储存量经评价公司评价已构成三级重大危险

源，重大危险源主要是指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储罐区位于厂区西南角，储

罐区内有 30m3和 10m3液氨储罐各一个，甲醇储罐、甲苯储罐、N,N-二甲基

甲酰胺（DMF）储罐各一个、乙二醇单甲醚两个储罐，容积均为 30m3。一个

液氨应急 30m3储罐、一个溶剂应急 30m3储罐。 

危险化学品储存量 

序

号 
危险化学品名称 储罐 最大贮量（t） 

临界量

（t） 

1 液氨 
1＃储罐，10m3 

2＃储罐，30m3 
24.4 10 

2 甲醇 甲醇储罐，30m3 19 500 

3 甲苯 甲苯储罐，30m
3
 21 500 

4 
N,N-二甲基甲酰胺

（DMF） 

N,N-二甲基甲酰胺

（DMF）储罐，30m3 
22.65 5000 

5 乙二醇单甲醚 乙二醇单甲醚储罐，30m3 22.2 5000 

 

安全设施 

储罐区属爆炸危险区域，区域内的电气设备均采用隔爆型，防爆级别

ExdIIBT1，罐体本身壁厚大于 4mm，利用其本身做接闪器，设两处与接地网

可靠连接。 

金属管道、法兰均做静电跨接并接地。进出防爆区的金属管道、电缆

的金属外皮，在防爆区外侧可靠接地，防雷接地、工作接地、保护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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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消防管呈环状管网布置。环管上布置室外地上消火栓，储罐区还

采用移动式泡沬发生器和喷淋系统及手提式和推车式干粉灭火装置。 

储罐区设置了有毒、可燃气体报警仪，当储罐、管道、法兰发生泄露

能及时报警，储罐区设置了视频监视系统、气象监测仪，可对罐区进行监

视、监测，全部引入 DCS 控制室。 

罐区安全有火焰探测器，报警信号传入 DCS，可随时监控罐区火情。同

时各储罐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管网，与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报警连锁，实现

自动喷淋吸收及消防灭火功能。 

储罐区设置了自动化控制系统，对罐区各运行参数实施检测、监控，

储罐设有安全阀等保护设施，保证安全监控系统或者监控设施的有效运

行。 

公司对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和技能

培训，使其熟悉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安全操作

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公司在重大危险源区域配备了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见附件），

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建立了应急救援组织，设置了

应急救援人员。 

1.1 事故发生类型 

公司重大危险源主要是危险化学品罐区储存量构成了重大危险源，公

司储罐区的危险化学品有：液氨、甲醇、甲苯、N,N-二甲基甲酰胺（DMF）、

乙二醇单甲醚。 

发生事故的有：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窒息、容器爆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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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危险化学品泄漏 

（1）储罐区因设备损坏、管道腐蚀破损、阀门连接处密封不严或人员

操作不当、危险化学品装卸发生泄漏等，可能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 

（2）危险化学品发生泄漏除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等事故外，还

可能引发环境污染事故。 

（3）甲醇、甲苯、DMF、乙二醇单甲醚、氨储罐管道发生泄漏，可能

引发火灾爆炸或人员中毒窒息事故。 

1.1.2 火灾、爆炸 

（1）公司使用的甲醇、甲苯、DMF、乙二醇单甲醚、氨等原料均属易

燃易爆品，在生产作业、储存过程中一旦发生泄漏，危险化学品装卸发生

泄漏，遇明火、高热或静电，均有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2）储罐和管路防静电、接地设施达不到规范要求，积聚静电产生静

电火花或操作不当，如遇危险化学品泄露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3）进入储罐区，车辆尾气管口不戴防火帽，如遇危险化学品泄露可

都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的点火源； 

（4）储罐的放空管不安装阻火器，可能由于回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5）储罐受热或故障，超压超温引起容器爆炸。 

1.1.3 中毒和窒息 

（1）液氨为高毒品（液体），甲苯、甲醇、DMF、乙二醇单甲醚属有毒

物质在储存及作业过程中如发生泄漏，现场操作人员缺乏有效的防护用

具，可能造成人员中毒事故； 

（2）储存过程中因设备损坏、管道腐蚀破损、阀门连接处密封不严或

装卸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冒顶事故，造成有毒物质泄漏，人员吸入、皮

肤接触均可造成人员中毒事故； 

1.1.4 容器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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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压力管道等安全联锁装置不全，设备未定期维护保养；安全装

置失效，安全阀不能起跳；未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违章操作、误

操作造成容器爆炸；压力容器发生腐蚀、开裂造成容器爆炸；储罐充装量

超出规定值，温升后，压力升高，造成储罐破裂爆炸。 

发生容器爆炸事故的可能性较高，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到作业区

内和相邻岗位的人员伤亡。也会发生人员中毒窒息和火灾事故。 

1.2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公司重大危险源容易引发的事故主要是泄漏引起的火灾、

爆炸、中毒窒息和容器爆炸事故。 

发生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容器爆炸的危险等级为Ⅳ级，是灾难性

的。一旦发生会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及系统严重破坏的灾难性事故，必须予

以果断排除并进行重点防范； 

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液氨）对厂区外部西北方向0.6km吴家窑村，东

北方向600m孔家庄镇，厂区大门40m处110国道有较大影响。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应急救援组织机构设置应急救援指挥部。下

设应急抢险组、应急抢修组、安全警戒组、应急监测组、医疗救助组、应

急专家组、应急消防组、后勤保障组、通讯联络组组成，并明确现场应急

救援指挥部成员组成及其职责。总指挥不在时由当天值班领导负责预案的

启动及指挥开展救援工作。 

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生产副总经理 

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车间、（外协单位）主要负责人。 

应急指挥管理机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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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责 

2.2.1 应急救援指挥部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领导

和决策工作。包括落实国家相关应急管理政策，审定并批复应急管理规划

和应急预案。统一协调应急救援状态下的各种资源。确定安全生产应急处

置的指导方案。带领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赶赴现场处置生产安全事故，并

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公司生产

副总经理（总经理）担任。具体职责： 

（1）组织制定、修订公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负责事故应急人员、物资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3）确定事故现场指挥人员； 

（4）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5）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6）明确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职责与分工； 

（7）负责事故信息的上报工作； 

（8）接受政府和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和调动； 

应急救援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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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组织公司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 

（10）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11）根据事故类型和级别向总公司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12）负责对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和财产损失程度评估工作； 

（13）对应急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 

2.2.2 总指挥职责 

（1）主要负责人（总经理）是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工作第一责任人，

对本公司应急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 

（2）批准公司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规范

做出相应的决策。 

（3）负责现场应急指挥工作，针对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抢救

方案； 

（4）根据事故的大小、影响范围、现场救灾人力和物力，制定抢险方

案和安全措施； 

（5）发生事故时，下达本预案启动与终止的指令信号；  

（6）随时同事故现场救援人员保持联系，发布救援命令； 

（7）及时向上级及有关部门报告情况，向友邻单位通报情况，必要时

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8）提交现场应急工作总结报告； 

（9）负责信息上报和信息公开、发布。 

2.2.3 应急抢险组职责 

生产部副经理为组长,罐区主任为副组长，组员由生产调度相关人员组

成。 

（1）负责设备、工艺操作，事故现场的救援抢险、应急处置，及时向

指挥部报告事故现场及救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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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现场迅速查明现场事故原因，找出泄漏点，切断事故源排除

现场的危险有害因素； 

（3）发现受伤人员，根据受伤症状，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抢救

受伤人员离开事故现场； 

（4）负责事故后现场的洗消去污、中和； 

（5）24 小时应急值守，并确保在应急状态下，能够立即组织队伍赶赴

现场，按照救援程序组织救援。 

2.2.4 安全警戒组 

保安班长为组长,组员保安人员组成。 

（1）在启动预案后，在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根据事故危害情况，

设置禁区，布置岗哨，加强警戒，阻止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 

（2）负责对可能受影响区域的人员组织疏散和撤离；并配合当地治安

机构负责对危险区域进行隔离、疏散、治安及道路管制工作。 

（3）熟知单位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指挥人员及应急救援各小组的联系

方法方式。完善通讯设施、通讯网络、电话表等，保持与现场指挥部的密

切联系； 

（4）及时跟踪了解事故发展情况，并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发展

和处理情况；以便及时掌握事故发展的最新动态，做出快速反应。 

2.2.5 后勤保障组 

采购供应部经理为组长,采购供应部其他成员、财务管理部成员及仓库

保管员为组员。 

（1）保证应急物资、材料、配件及时供应到位，保证应急抢险需要； 

（2）负责协调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转送、护理； 

（3）根据公司以及上级部门的要求配合公安部门对周边居民实施转移； 

（4）保证交通、通讯线路的畅通和抢险人员的餐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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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管理部负责保障应急救援资金的到位。 

2.2.6 应急监测组 

环保部经理为组长，组员由环保部其他成员及检验员组成。 

（1）事故状态下，及时赶赴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监测，在尽可能短

的事件内查清污染物种类、浓度及其影响范围，为现场应急处置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 

（2）负责事故周围大气监测、事故处置期间的排水监测，提出废水处

置意见。 

2.2.7 应急技术专家组 

组长由负责工艺技术的生产部副经理担任，工艺技术人员、生产部相

关人员为组员。 

（1）掌握公司区域内重大危险源及易燃易爆、防火重点部位的分布情

况，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意见； 

（2）对安全事故的危害范围做出科学评估，为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和指

挥提供科学依据； 

（3）参与事故危害范围、事故等级的判定，对事故影响区域的警报设

立与解除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4）负责现场救援安全技术方案的制定，指导各应急小组进行现场处

置； 

（5）负责对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和财产损失程度评估工作； 

（6）根据事故源的变化、救援技术的发展，对应急人员进行业务技术

培训； 

（7）对事故危害进行预测，对重大危害控制系统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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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协助建立重大危险源、危险设施、主要化学毒物数据库，向各有

关机构提供咨询和应答； 

（9）对事故应急演习提出技术要求，并担任评判。 

2.2.8 疗救助组 

组长由厂医担任，组员由车间急救员组成。 

（1）做好医疗救护应急药品、医疗器械、设备及卫生防护用品等物资

的储备与保管，随时待命，随时做好救护工作； 

（2）接到救援通知后，立即携带抢救药品和器械赶赴现场，负责现场

急救处置； 

（3）发现受伤人员，根据受伤症状，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抢救

受伤人员离开事故现场，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2.2.9 应急抢修组 

组长由设备部经理担任，组员由工程设备部维修人员组成。 

（1）进入现场迅速切断化工事故源，排除现场的危险有害因素； 

（2）根据设备设施损坏情况，制定设备抢修方案，及时恢复设备正常

运行。 

（3）有计划的开展应急救援的演练，提高应急救援的能力。 

（4）按规定经常性检查应急装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2.2.10 通讯联络组 

组长由企业管理部经理担任。 

（1）根据现场应急救援情况，负责向外发布应急处置情况； 

（2）保证通讯线路的畅通指令传达、信息反馈； 

2.2.11 应急消防组 

组长由安全部经理担任，安全部安全员及义务消防队员为组员。 



10 

 

（1）负责事故现场的应急消防工作，对事故现场进行灭火和防火作

业。 

（2）负责监督和预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3 处置程序 

3.1 信息报告程序 

所有员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和重大安全隐患向自

己部门负责人或调度、安全部报告，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每个部门

的负责人负责在其工作区域内所有员工的安全，并对其他区域的不安全行

为保持警惕并防止其发生，并负责本部门应急救援的实施。 

3.1.1 信息接收与报告 

（1）储罐区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火灾、爆炸事故、中毒窒息事故或

隐患时，发现人员立即向罐区主任或当班调度报告； 

（2）罐区主任或当班调度立即向公司生产部、安全部、公司值班领导

报告； 

（3）生产部、安全部或值班经理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向生产副总经理

或值班领导报告； 

（4）特殊情况，上述人员按职务高低依次替补；总指挥不在时授权副

总指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当生产部接到事故险情或重大安全隐患报告时，调度了解事故现场情

况，及时报告安全部及值班领导。 

（5）安全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记录报告时间、报告人、报告内容。 

（6）总指挥或值班领导发布并启动本预案的指令，由生产部或值班经

理通知相关小组，指令各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准备状态。 

3.1.2 信息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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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事故报告，经查实后，应急救援总指挥要在事故发生后立即

向公司总经理报告救援事故情况。 

事故上报程序及应急程序如下图： 

 

 

 

 

  

 

 

 

事故报告内容： 

应急救援总指挥负责向公司总经理报告事故情况，事故报告时，应详

尽描述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 

（2）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大致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直接

经济损失； 

（3）事故简要经过； 

（4）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判断； 

（5）事故发生后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及事故的控制情况； 

（6）需要有公司协助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7）是否请求启动公司综合应急预案 

3.1.3 信息传递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 

专项应急救援指挥部 

罐区主任或调度 事故发生点 

安全部、生产部、
值班领导 

应急抢救组 

应急抢修组 

安全警戒组 

医疗救助组 

应急监测组 

后勤保障组 

通讯联络组组 

应急技术专家组 

应急消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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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急救援指挥部判断事故较大，可能有扩大蔓延趋势时，应急救援

总指挥立即向公司请求启动综合应急预案，公司启动综合应急预案后，按

综合应急预案响应程序开展救援行动。 

3.2 响应程序 

应急响应的过程可分为判断响应级别、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应急指挥

资源调配、应急救援、扩大应急等步骤。针对应急响应分步骤制定应急程

序，并按现实制定程序指导各类生产事故应急响应： 

（1）储罐区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火灾、爆炸事故、中毒窒息事故或

隐患时，发现事故的职工，必须如实立即向罐区主任或生产调度简要报告

事故发生情况； 

（2）罐区主任或生产调度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救援人员到事故现场

查看情况，当判断事故较大，应立即向生产部、安全部或值班领导报告事

故情况，请求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生产部、安全部或值班领导接到事故报

告后，向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建议，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本

预案，进行组织抢救； 

（3）总指挥下达启动本预案指令，通知相关人员按照各自分工立即展

开行动； 

（4）根据生产事故现场的特点，调配救援物资、对灾害危险区域进行

封闭，并派专人进行警戒；  

（5）指挥部制定现场救援、抢险方案，各救援小组迅速按照科学有效

的原则，积极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向向公司总经理报告，申请

做好启动综合应急预案准备； 

（6）现场若有人员受伤，应及时通知区医院进行救援；当事故有扩大

趋势时或威胁到周边岗位人员人身安全时，应急指挥部下令组织撤离所有

人员，紧急避险，防止事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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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扩大：若事故现场灾害有扩大蔓延趋势，应及时向公司总经

理请求启动公司综合应急预案， 

（8）当公司启动综合应急预案时，按综合应急预案要求通知公司相关

人员，按综合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4 处置措施 
4.1 危险品泄漏处置措施 

4.1.1 危险品泄漏处置（甲苯、甲醇、DMF、乙二醇单甲醚）： 

（1）储罐区处置：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疏散，必要时对相邻进行告知并

进行撤离。 

处置人员首先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如防毒口罩、面具及空气呼吸器

进入泄漏区域查找泄漏源，用雾状消防水在泄漏点上方稀释危险化学品，

关闭泄漏点阀门或进行堵漏，用消防泡沫覆盖泄漏物质。如果无法关闭泄

漏源，无法阻止泄漏时，用雾状消防水在泄漏点上方稀释危险化学品，用

消防泡沫覆盖泄漏物质。使泄漏物质流入到事故池内。 

（2）大量泄漏，收集到事故中转罐，再打入事故池内处理。 

（3）应急救援人员启用消防系统，利用消防水喷射泄漏点，进行稀

释，消防水最后进入事故池内统一处理。 

（4）用雾状水对泄漏点上方气体进行稀释和掩护，根据现场情况，制

定堵漏方案，组织救援人员堵漏，无法堵漏时，打入事故池内处理，还可

用罐车进行倒运处置。 

（5）对易燃易爆气体用雾状水对泄漏点上方气体进行稀释和掩护进行

堵漏外，在对泄漏的物料，还应用泡沫进行覆盖，防止发生爆炸。 

4.1.2 液氨泄漏处置：  

（1）发生小量液氨泄漏事故，有毒气体探头一旦发生报警，DCS联锁

应急喷淋系统自动打开，操作人员立即停止系统运行，切断电源，严禁明



14 

 

火，疏散撤离现场人员到安全地带（上风向），拉警戒线，救援人员穿戴

好正压式呼吸器，穿防化服、戴防冻手套，同时向罐区主任或当班调度报

告，罐区主任或当班调度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组织救援人员穿好个人

防护用品，用消防雾状水喷淋泄漏点上方，关闭相关阀门，进行堵漏。 

（2）发生大量液氨泄漏事故，有毒气体探头一旦发生报警，DCS联锁

应急喷淋系统自动打开，操作人员立即停止系统运行，切断电源，严禁明

火，疏散撤离现场人员到安全地带（上风向），拉警戒线，并向罐区主任

或当班调度报告，接到事故信息后，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同时制定警戒区

域范围，进行警戒、疏散。指挥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上报区政府、应

急管理等部门，同时在事故点上风向，设立现场指挥部，制定抢险救援方

案，检测液氨浓度（包括厂区外部），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扩大警

戒、疏散范围，严格限制出入。 

组织救援人员穿戴好正压式呼吸器，防化服（周边救援人员带防毒面

具），用大量雾状水向泄漏点上方喷射，稀释、溶解氨气，加强通风，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用DCS操作系统将泄漏储罐中的液氨倒入事故罐

内或事故池内，然后进行堵漏处置。 

储罐区设有喷淋水，将大量废水收集于围堤内。倒入事故罐内妥善处

理。 

4.2 火灾爆炸处置措施 

（1）作业人员发现储罐或输送管道发生火灾，立即进行预警，现场人

员戴好空气呼吸器和其他防护用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初步的应急

处置，停止相关设备运行，关闭相关阀门、对受伤人员进行第一时间的抢

救。 

（2）指挥部立即启动本预案，各应急小组接到集结命令时，立即赶赴

指定地点进行集结，根据火灾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进行警戒。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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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从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引导各岗位人员尽快疏散、撤离事故

区域。 

（3）在烟雾弥漫中，人员撤离时要用湿毛巾掩鼻，低头弯腰逃离火

灾、爆炸现场；应急抢险人员佩戴空气呼吸器等应急防护器材，根据应急

处置方案对系统进行隔离；对着火点周围的储罐进行降温处置，避免着火

范围扩大。 

（4）在有可能形成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火灾、爆炸时，应佩戴防毒面

具、空气呼吸器或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救援灭火人员中毒；实施灭火行动

时，若火焰呈喷射状火苗燃烧时，禁止用消防水或其他消防器材将火苗扑

灭，而应保持正压使其稳定燃烧。确定能够关闭阀门或减少泄漏的措施后，

抢险人员对火灾进行处置，利用雾状水从高处压制火势，协助抢险。待易

燃气体泄漏能够被完全控制时，方可将燃烧的火苗扑灭。 

（5）发生爆炸事故，立即组织人员疏散撤离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

立即向总指挥报告，也可直接报 119，实施应急扩大响应。 

（6）当有人员受伤时，拨打 120 向急救中心取得联系，详细说明事故

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4.3 中毒窒息处置措施 

（1）液氨易蒸发，温度越高蒸发浓度越大氨气挥发越多，氨气有较强

的刺激臭味，抢险救援组赶到事故现场，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将中毒者

迅速救出氨气区域，放到上风向空气新鲜处，并脱去被氨污染的衣、裤，

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就医。 

（2）其他有毒气体吸入时，救援小组首先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如空

气呼吸器，迅速将伤者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饮足量温水，催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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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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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眼睛接触时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水冲洗眼睛，至少 15min，就

医。皮肤接触时脱去污染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4.4 容器爆炸 

（1）罐区容器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根据现场情况或事故所涉及到的范

围撤离现场人员，设立警戒区，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示标志，并有专人

警戒。 

（2）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无关的人员撤离，以避免产生二次事

故，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3）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 

（4）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救援小组实施现场侦查，如有受伤人员，

应将受伤人员救出事故现场，送医院救治。 

（5）在有可能形成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容器爆炸时，救援人员应佩戴

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或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救援灭火人员中毒。 

（6）对易燃易爆气体用雾状水对泄漏点上方气体进行稀释，在对泄漏

的物料，还应用泡沫进行覆盖，防止发生爆炸。 

（7）尽快将泄漏物质流入到事故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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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与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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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名称 应急职务 姓名 手机号 
公司 

内线 

指挥部 

总指挥 岳海栋 13383338963 13483300985 —— 

值班领导 

雒文亭 17303135360 13833373867  

牛  贵 17303139806 13582444220 —— 

田青松 17303135956 13833300462 —— 

指挥部成员 

董海明 18531379287 13623139773 18 

孙瑞霞 15830376842 0313-4238083 18 

李万兵 17303135205 13663331029 20 

刘万海 13730304785 0313-4238793 20 

孙孝海 13582981738 0313-4238150 33 

弓庆福 15931340398 0313-4879110 14 

贾俊宝 17303135309 15031436955 —— 

逯成海 13582973585 0313-4230098 25 

李成宝 17303135196 18831388198 —— 

吕志威 13463455807 0313-4879035 17 

霍燕海 17303132173 15033135805 20 

应急抢险组 

组  长 李万兵 

组  员 
张飞武、卢锡成、陈宝玉、米建海、杜根珍、赵雄元、刘

海 

抢修组 

组  长 贾俊宝 

组  员 王之鑫、张润军、黄增君 

消防组 

组  长 董海明 

组  员 杜鑫、郭宝全、孙庆高、王树安、义务消防队员 

安全警戒组 

组  长 逯成海 

组  员 当班警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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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组 

组  长 李成宝 

组  员 韩淑琴、张凯慧 

技术专家组 

组  长 刘万海 

组  员 孙瑞霞、樊世鑫、吴亚峰 

应急监测组 

组  长 弓庆福 

组  员 籍晓玲、郭杰 

医疗救护组 

组  长 吕志威 

组  员 当班急救员 

通讯联络组 

组  长 孙孝海 

组  员 石建平、蔡晓敏 

应急广播组 组长 霍燕海 

24小时值守电话 0313-4879101 

 

附件 2              重要应急救援物资清单 

1#应急库          库管员：武润    联系方式：15931305042、18532284262 

物资名称 型   号 数  量 备    注 

防护面具  10个  

滤毒罐  30个 3号、4号、7号各 10个 

防毒口罩  10个  

防护手套  10付  

防护眼镜  10付  

安全帽  10顶  

防化服  6套  

半腰雨鞋  4双  

雨衣  4套  

担架  1副  

防爆工具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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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手电  6把  

应急镐  5把  

应急铁锹  20把 平头 4把、尖头 16把 

大铁锤  3把  

剪子  4把  

钳子  3把  

警戒带  2盘 带 4 个警戒柱 

安全带  3套  

应急桶  6个 铁桶 3个、塑料桶 3个 

自吸泵  1台 带电线、管道 

潜水泵  1台 带电线、管道 

扳手 375×46、450×55 2个  

管钳 300 1把  

压剪  1把  

隔膜泵 QBY—40塑料 F4 2台  

防烫手套  6副  

防冻手套  4副  

堵漏器材  1套  

应急电缆线  1盘  

应急梯子  1个  

消防水带 DN65 2盘  

空气充气泵  1台  

防爆桶  1个  

大绳 25米长 1根  

 

 

2#应急库          库管员：武润    联系方式：15931305042、18532284262 

物资名称 型   号 数  量 备    注 

3﹟防毒半面罩 P—A--1 5具  

4﹟防毒半面罩 P—K--1 5具  

防颗粒物呼吸器  10具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4﹟ 5具  

导气管  10个  

3﹟滤毒罐（褐） P—A--3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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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滤毒罐（绿） P—K--3 5个  

7﹟滤毒罐（黄） P—E--3 3个  

耐低温手套 D245N 3副  

耐高温手套 G327KB--300℃ 3副  

胶手套  10副  

汽油发电机组 20千瓦 1套  

电动隔膜泵 DBY—50PP／F4 1台  

空压机 V—0.25／82.2KW 1台  

防静电钢丝网管 1.5″ 100米  

静电接地报警器 JDB-- Z 型 1台  

塑料自吸泵 50FZP—30L 1台  

防爆扳手  17件  

防爆克丝钳  1把  

防爆手锤 2P 1把  

警戒带  5盘  

防爆手电  3个  

自吸泵  1台  

氮气  1瓶  

防化服  10套  

正压式呼吸器  2套  

三角架  1套  

消防水带 13—65--25 8盘  

消防枪头 65 8个  

逃生缓降器  2套  

消防头盔  10顶  

消防服  10套  

消防水鞋  10双  

安全腰带  10副  

消防手套  8副  

安全应急绳  10根  

头灯  6个  

消防池 400m3
 1  

消防泵 2台 稳压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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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池 100 m3
 1  

事故罐 30 m3
 1  

污水回收池 300 m3
 1  

 

 

附件 3             储罐区应急物资明细表 

物资名称 数  量 储存位置 备    注 

灭火器 19 具 储罐区 
4 台 MFT35，14 具 MFZ8，1

台 300 升低倍泡沫灭火器 

地下消火栓 3 套 储罐区  

开花水枪 3 个 储罐区  

紧急喷淋洗眼器 3 套 储罐区 1 套固定式 2 套移动式 

应急灯 3 套 储罐区  

风向标 1 套 储罐区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 套 储罐区  

防护面具 6 个 储罐区 4 号、3 号、全面罩各 2 个 

滤毒罐 6 个 储罐区 3 号、4 号、7 号各 2 个 

防毒口罩 6 个 储罐区 3 号、4 号、7 号各 2 个 

防爆手电 1 把 储罐区  

防化服 4 套 储罐区 2 套重型、2 套轻型 

防爆工具 1 套 储罐区  

堵漏工具 1 套 储罐区  

急救箱 1 个 储罐区 

药品：75％医用酒精、脱脂棉

签、绷带、烫伤软膏、创可贴、

碘伏、氯霉素眼药膏、丹皮酚软

膏、藿香正气水、硼酸溶液、急

救毯、冰袋、三角巾 

 

储罐区应急物资管理部门：生产部 

管理人：刘海    联系方式：电话 13663230750、17331381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