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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在任何工业活动中都有可能发生事故，尤其是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

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巨大能量和有害物质，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往往会造成

惨重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由于自然或人为、技术等原因，

当事故或灾害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时候，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

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

低危害后果的关键，甚至是唯一手段。在本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后能迅速、

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污染物向周边环境的无序排放，

最大可能避免对公共环境（大气、水体）造成的污染冲击；为了预防和减

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

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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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等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定，在编制本医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的同时，认

真做好应急资源调查工作，为医院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

业指导。

2 医院环境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

2.1 认真编制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医院成立了应急预案编制小组的，由医院院长担任编制小组长，成员

各分管负责人担任，结合本医院的实际情况，从工艺流程、医院内、储存

场所等方面分析突发事件发生的诱因和类型，有针对性的编写专项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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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案，并委托了专业环境应急咨询编制机构，为我院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

2.2 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

向周边单位、小区等敏感目标提供本单位有关危险物质特性、事故类型、

应急措施、救援知识等，告知在事故状态下疏散措施和疏散路线等。

2.3 注意在资金上投入

医院共投资 2万元，购买了救援器材、宣传材料。

2.4 强化应急救援演练

为了提高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经常性组织演练活动，处置危

险化学品发生泄漏与火灾事故的演练活动。定时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有

效提升各级应急处置能力。

2.5 深入开展应急知识宣传

为切实提高员工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加强对环境安全、生产安全等

科普知识宣传。如每年 6 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都要以宣传单、板报、

等形式面向员工宣传普及应急、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

努力提高员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为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营

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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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

3.1 应急管理体制工作的诸多方面不够适应

表现在应急预案体系仍不够完善，预案覆盖面不够全面，过于原则化，

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够强，特别是上下对应、左右衔接不够到位，预案的

宣传、培训和演练仍存在不足。

3.2 救援力量的不适应

救援队伍、专业人员和救援装备不足，目前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是企业

自有的、为企业本身服务的救援队伍，其专业技术力量、救援人员和装备，

难以承担社会救援任务的需要。

4 医院内部救援资源

4.1 预案的制定

医院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应急措

施）。

4.2 环境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4.2.1 环境应急领导小组职责及组成人员

4.2.1.1 环境应急领导小组职责

本单位成立环境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当突发环境事件时，立即承

担起指挥、领导、协商整个事故应急的统筹安排，统一步部署、组织、指

挥的职责。

1、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组织制订环境风险预防规章制度，制定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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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环境风险预防的需要，督促落实用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物资、

装备，及时投入运行或进行储备。突发环境事件时，负责人员、资源配备，

应急人员的调动。

3、定时组织安排技术人员、一线员工进行环境事件应急知识培训，定

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4、根据应急救援预案具体要求，完善应急组织机构体系；根据环境事

件应急的需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保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需要。

5、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全权负责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并根据

事故的性质、类别，对应急措施、救援方案进行决策。

6、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事故处置方案。

7、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的要求，

及时向上级环保部门汇报应急措施及救援情况，并与上级环保主管部门的

应急预案做好衔接。

4.2.1.2 环境应急领导小组人员

企业环境应急领导小组由医院院长及员工等组成，指挥长由院长担任，

副指挥长由副院长担任，成员由各分管负责人担任。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

每个人根据所属职责开展工作。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以企业环境应急

领导小组为核心，具体进行现场指挥和下达各种应急措施命令。领导小组

成员见表 4-1。

表 4-1 突发环境事件领导小组

应急职务 姓名 医院职务 联系电话

指挥长 钟海波 院长 13502768705

副指挥长

李杨

副院长

13502733277
黄钥藩 13809294787
李卓华 13729270628

成员

郑绍廷 医院员工 13924752995
符慧 医院员工 13825888959
彭湘汕 医院员工 1359288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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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尊杰 医院员工 13829665398
赵立文 医院员工 13670464697
彭文光 医院员工 13546899778
洪梅 医院员工 13433371435
何乐知 医院员工 13642212479

1、指挥长职责

组织协商应急救援指挥工作，发布抢险救灾命令，对紧急情况进行决

策，向现场指挥布置工作内容，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的要

求，向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初报、续报和处理

结果报告。当事故发生时，若指挥长不在现场，指挥权自动授予副指挥长

指挥。

2、副指挥长职责

（1）负责协助指挥长作好抢险现场救援工作的紧急组织，具体负责对

各抢险组的指挥，向指挥长报告情况，落实指挥长发布的抢救命令。当事

故发生时，若指挥长不在现场，现场指挥立即代行指挥长职权。

（2）根据地相关生产工艺和应急技术规范，指挥抢险人员制定切实可

行的抢险、抢修作业方案，并随时向指挥长报告进展情况。

（3）负责各抢险组外部救援力量的协调，及事后事故原因的调查。

（4）在事后根据指挥长的授权，发布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权威信息，

及时、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3、夜间紧急指挥系统职责

夜间突发事件由夜班值班长组成临时指挥系统，在医院指挥系统人员未

到之前行使指挥系统职责、权力，并负责向医院指挥系统汇报事故、抢险

有关情况。各救援小组在临时指挥系统的组织指挥下按常规运行，直到应

急救援处置指挥领导小组人员赶到。



7

4.2.2 组织机构组成

企业环境应急工作组分为抢险救援队、通讯和电力保障队、物资保障

运输队、疏散保卫善后处理队和医疗救护队等。

1、抢险救援组职责：执行领导小组的命令，结合事故现场实际情况，

按照应急预案内容，竭力进行抢险救援工作，防止事故的扩大蔓延，力求

将损失降至最低。

2、通讯和电力保障组职责：负责事故现场的通讯保障，并且提供抢险

过程的电力抢险，解决抢险过程中的用电问题。

3、物资保障运输组职责：负责实施应急设备和所需物资的供应配发，

保障抢险物资的供给和运输用车的调配。

4、疏散保卫善后处理组职责：负责险情发生时，安全、迅速疏散人群，

设置安全防护警戒线。禁止非抢险人员入内；负责事故现场调查、组织事

故分析和事故上报。

5、医疗救护组职责：负责事故现场受伤人员的救助和对重伤人员的专

治。

具体救援人员配置情况见表 4-2。

表 4-2 环境应急救援小组成员

应急职

务
姓名 医院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1 险救援队

队长 彭湘汕 医院员工 13592884372
队员 陈尊杰 医院员工 13825888959

②通讯和电力保障队

队长 赵立文 医院员工 13670464697
队员 彭文光 医院员工 13670464697

2 资保障运输队

队长 郑绍廷 医院员工 13924752995
队员 符慧 医院员工 13825888959

④疏散保卫善后处理队

队长 彭湘汕 医院员工 1359288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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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 陈尊杰 医院员工

⑤医疗救护队

队长 洪梅 医院员工 13433371435
队员 何乐知 医院员工 13642212479

4.3 应急保障

应急抢险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员、经费、应急物资装备、通信及信息的

保障等。各项保障措施到位是抢险救援快速准确实现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条

件。本企业的应急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应急队伍保障、经费

保障、应急物资装备保障、通信与信息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应急能力保障。

4.3.1 应急保障队伍

企业要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建立应急救援

专业队伍。包括：抢救救援组、通讯电力保障组、物资保障运输组、医疗

救护组、疏散安全善后处理组等专业救援队伍。配备先进技术装备，并明

确各专业救援队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定期对各救援队进行专业培训和演

练。以便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快速、有序、

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行动，以尽快处置事故，使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4.3.2 经费保障

企业应做好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所必需的资金储备。主要由环境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储备。应急经费按《财政应急保障预案》规定纳入

每年的企业预算，装备量应严格按《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比例执行，确保

应急预案启动之后，能够满足现场救援所需。（包括救援物资以及受伤人

员的救治和妥善安置）。

4.3.3 应急物资装备保障

应急物资装备保质、保量的储备和供应是应急抢救顺利进行的基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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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主要由仓库人员和物资保障组负责该项工作。仓库应设应急专业物资

装备储存，建立应急物资装备管理条例，统计现有应急物资清单，做好物

资装备储备等方面工作。各部门与物资供应部协调，所用备品、备件做到

妥善管理，及时供应。根据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其相应的抢险

方案，进行必要的物资装备储备，企业储备的主要物资装备见表 4-3。

表 4-3 应急物资装备配备表

序

号
类别 名称 数量 设置位置

1

作业场所救援

物资

过滤式防毒面具 120 分布各科室

2 手电筒 3 保卫科

3 对讲机 7 保卫科

4 消火栓 SS100-1.0 24 分布各科室

5 干粉灭火器
130

（4kg） 分布各科室

6 报警系统 2 电梯、药库

7 视频监控器 85 分布各科室

8 报警器 2 电梯、药库

9 扩音器 1 内一内二住院部

10 车辆 救护车 2 医院停车场

4.3.4 内、外部通信救援与信息保障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急指挥部门根据案发现场的信息报告，及

时准确的下达救援命令，现场的救援小组也可通过通讯设施及时将最新情

况报告上级领导。因此，通讯设施的畅通对应急抢险顺利进行都是非常必

要的，企业必须做好通信与信息的保障工作。主要保障措施如下：

1、各应急小组将本组抢险队员联系方式报企业应急指挥部（包括姓名、

办公室电话和移动电话），联系方式如有变动应及时到应急指挥部登记，

应急指挥部将根据应急指挥系统成员的组成完善应急指挥系统通讯录。确

保突发应急事故时，能够保证通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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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抢险组长手机要 24 小时保持畅通，当接到抢险命令后，及时联

系，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迅速组织本专业人员到位抢险救灾，不得延误时

机。如果由于不能及时到现场或组织不力造成损失，将严厉追究该抢险组

长的责任，并对该部门进行考核。

3、当事态扩大或发生非常紧急情况是，报警人员可通知值班领导，由

值班领导把事故类型、严重程度、应急等级等情况通知总指挥，然后由总

指挥将事态变化情况及时向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上报。

4.3.5 医疗保障

各车间配备救护药箱、紧急救护药品（如医用酒精、生理盐水、棉签、

创可贴、灼烫伤药等）和防护用品。为保证应急人员的及时抢救，应急指

挥部制定医疗救护方案，备足药品。一旦出现人员伤害。由医疗救护组开

展前期救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因企业离汕头市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距企业车程在 20分钟之内，客观

上为企业应急救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3.6 应急能力保障

为保障环境应急体系始终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企业要对各个抢险救

援小组的设置情况、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建立与执行情况、队伍建设、人员

培训与考核情况、应急装备和经费储备的管理与使用情况等方面，在环境

应急能力评价体系中建立定期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

本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检查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且在日常生

产中严格执行现场巡视制度，专人负责该企业生产中涉及的安全、环保的

工作，切实把环境保护制度落到实处。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治”的风

险事故防范思想，把环保指标纳入考核内容，明确指标、奖惩分明，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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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防患于未然。

4.3.7 技术保障及相关信息资料

表 4-4 技术资料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存放地点

1 消防设施配置图 办公楼

2 工艺流程图 办公楼

3 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周围地区图 办公楼

4 环境保护和气象资料 办公楼

5 外部救援资源

5.1 外部救援

1、单位互助

与医院最邻近的汕头市礐石风景区管理局、汕头市礐石大桥有限公司

等，长期以来同医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事故发生时，该单位能够

给予运输、人员、救治以及救援部分物资等方面的帮助。同时也能够依据

救援需要，提供其他相应支持。

2、请求政府协调应急救援力量

当事故扩大化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从濠江区政府等部门，可以发布

支援命令，调动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

主要参与部门有：

① 公安部门：协助医院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事故现场和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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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消防队：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主要有濠江区公安消

防大队。

③ 环保部门：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

染区的处理工作。

④ 电信部门：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 能够及时准确发布事故

的消息和 发布有关命令。

⑤ 医疗单位：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

品和人员；主要有本医院及汕头市中信医院。

5.2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

表 5-1 外部应急有关单位联系电话

项目 单位 联络方式

外部救援

汕头市应急指挥中心 110（转）

汕头市公安消防支队 119（转）

汕头市急救中心 120（转）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 0754—88627570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濠江分局 0754-88448302

汕头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0754-88844255

汕头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0754-88422498

汕头市生态环境濠江监测站 0754-87387417

周边单位
汕头市礐石大桥有限公司 0754-87492998

汕头市礐石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0754-874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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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职队伍救援

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本单位抢救抢险力量不够时，或有可能危及

周边单身或社会安全时，指挥部必须立即向上级和友邻单位通报，必要时

请求社会力量支援。

5.4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

本医院事故救援可依托自身能力或汕头市中心医院，医院配有救护车

辆，救护车内配置氧气瓶、便携式内、外科用急救箱、便携式心电监护除

颤仪、呼吸机、可折叠式推床各一套以及外科肢具、夹板和急救药品等。

6、结论

本医院应急资源充分，能够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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