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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队伍建设 

1、领导机构 

为了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公司成立环境事件应急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副总经理 

副组长：总工程师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4）。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事项并实施落

实；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事项做出决策；紧急状态下，负

责统一指挥公司的应急力量处置事态；负责及时向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

门报告事件信息；负责审批公司的应急预案。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设置总务课。其主要职责是：

具体组织落实领导小组决定的环境重要事项；负责与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

部门保持信息联络负责及时收集、传达并贯彻执行相关应急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负责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加强环境应急工作的建议；负责

组织应急预案的编制、维护、演练和更新；负责牵头组织事件调查；负责

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媒体应对； 

2、 现场指挥机构 

当发生紧急状态是，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突发环境应急管

理工作实行现场指挥官负责制，由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当领导小组组长不

在时，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现场指挥官。 

现场指挥部的职责如下： 

（1）事件发生后分析紧急状态，确定事件应急级别和相应响应措施； 



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 

（2）指挥协调应急反应行动，合理配置资源、人员及应急工作组的调

动； 

（3）协调外部应急力量与政府关系； 

（4）应急结束后，负责组织恢复措施、原因调查分析及总结。 

3、应急工作组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现场处置组、应急保障组、安全保卫组、

应急监测组共 5个应急工作组，应急组织架构见图 1。 

（1）综合协调组 

组长：人事课长 

副组长：资材课长 

组员：人事文员； 

职责：主要负责对内、外信息报送和指令传达等任务。并负责向外部

专家组、政府环保、消防等主管部门报告事件并请求支援。负责配合政府

部门开展媒体对应。 

（2）现场处置组 

组长：总务课课长 

副组长：厂务主管 

组员：厂务职员、保安员、废水处理站职员等；  

职责：主要负责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措施进行现场处置、

消除污染、控制事态，同时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 

（3）应急保障组 

组长：物料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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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财务主管 

组员：物料部职员等； 

职责：主要负责应急物资供应，如应急处置所需物资、设施、装备、

器材等。另外在必要时也负责向公司财务部门申请应急资金。 

（4）安全保卫组 

组长：生产课长 

副组长：工程课长 

组员：晶片生产组长、高精密生产组长等； 

职责：主要负责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和安全救护等。 

（5）应急监测组 

组长：技术课长 

副组长：技术部主管 

组员：技术部工程师等； 

职责：负责联络南山区环境监测站，对环境突发事件时的废水、废气、

土壤进行污染物应急监测，当南山区应急监测人员到达公司时，引导监测

人员最短时间内到达指定监测点。 

应急组织架构见图 1。 



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4 

 
 

图 1  应急组织架构图 

4、应急人员培训 

培训包括应急指挥人员培训（包括指挥人员、各组长）、应急专业组

人员培训。 

（1）应急指挥人员培训 

向市环境保护局或其他机构申请接受应急救援的培训。应急救援人员

的教育、培训内容： 

 对应急预案体系的培训，主要了解本预案的组成体系； 

 应急救援体系的日常管理、建设； 

 应急救援指挥、组织协调实施救援。 

（2） 应急救援抢险组人员培训 

应急救援小组人员培训由本公司根据专业组抢险内容进行分类别、分

工种培训（或委托培训），根据应急预案实施情况每年制定相应的教育、

培训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对应急有关人员进行应急知识或应急技能培训。

教育、培训应保持相应记录，并做好培训结果的评估和考核记录。 

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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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本抢险组的工作职责； 

 掌握预案中规定的各类抢险操作或作业； 

 各种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 

 各种应急设备的使用方法； 

 防护用品的配戴； 

（3） 应急培训的评估 

应急指挥人员培训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提问、桌面演练操作考核

等方式，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 

抢险工作组的培训：培训效果的评估采取考试、现场提问、实际操作

考核等方式，并对考核结果进行记录。 

（4） 应急培训的要求 

1）针对性：针对可能的事件情景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的人员应培

训不同的内容； 

2）周期性：培训时间相对短，但有一定周期，一般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3）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训练； 

4）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行动。 

（5） 社区或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知识宣传 

周边人员的宣惯采用宣传栏等方式进行，或采用与公司附近街道办事

处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对本公司员工和外周边公众广泛宣

传应急法律法规和应急常识。 

社区或周边人员应急响应知识的宣传内容： 

（1）潜在的重大危险事件及其后果； 

（2）事件警报与通知的规定； 

（3）灭火器的使用以及灭火步骤的主训练； 

（4）基本防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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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撤离的组织、方法和程序； 

（6）在污染区行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7）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 

二、应急物资储备 

公司根据环境危害因素的特点及可能的事件类别，进行必要的应急物

资储备。储备的应急物资数量、种类应与公司的环境风险程度相适应。 

公司的应急物资实行专人管理。应急物资存放或设置点应做好通风、

防潮工作。管理人员应将应急物资登记造册，及时申请更新即将到期的物

资。同时应急物资应定期检查和维护，以保证其有效性。 

表 1 公司应急物质贮备清单 

No. 名  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分机） 

1 防腐蚀手套 25 套 库房 
仓管员 26851686-2431 

2 滤毒口罩 100 个 库房 

3 应急泵 2 废水处理站 环境主管 86274700-102 

4 应急广播系统 1 公司前台 仓管员安保员 26851686-2431 

5 推车式灭火器 1 
公司后门重点

着火源位置 

消防主管 86274700-102 
6 手提式灭火器 36 公司走廊 

7 消防栓 8 建筑物内 

8 安全带 2 厂务室 

厂务 86274712-278 9 手提式手电 5 
前台；工程室；

厂务室 

10 水鞋 10 厂务室 

11 应急池 1 废水站 环境主管 86274700-102 

12 沙包 5 废水站 环境主管 86274700-102 

13 鼓风机 1 废水站 环境主管 862747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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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预案的制定 

公司 2014 年编制了对《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A/01版，通过专家评审备案后颁布实施，由于我公司上一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自实施以来已满三年，期间公司周边环境及相

关环境保护政策发生变化，为积极应对公司突发的各类环境事件，于 2017

年 9 月对《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

行修订。该预案由《总预案》、《突发火灾次生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

案》、《突发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应急预案》、《突发危险化

学品污染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置预

案》、《突发废水超标排放事件应急预案》和《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

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组成；预案对公司环境风险源识别准确，应急人员

责任分工明确，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得当，可有效提高应对和防

范突发环境事件能力。 

四、外部应急救援力量 

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公司自身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向公司外部力量发

出支援请求。外部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括： 

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公司自身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向公司外部力量发

出支援请求。外部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括： 

1）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2）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应急指挥中心、公安、消防、安监： 

3）蛇口人民医院 

4）危险废物处理单位：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 

公司周边单位建立了应急联络互助机制，确保公司突发环境事件时可

第一时间通知周边单位。同时，公司制订了专家组人员名单并取得联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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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专家组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程度、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

估；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为现场应急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表 4 周边社区和单位联络电话 

序号 环境敏感点 性质 方位 距离 m 
规模 

人数 

联系 

电话 

保护 

目标 

1 深大师范附中 

 

西南 250 500 
2606086

1 

大气

二类 

2 
比诺国际幼儿

园 
西南 450 300 

8669081

8 

3 南海中学 东北 1000 1000 
2605303

2 

4 
深大附中高中

部 
西南 1600 800 

8827496

9 

5 南山鸿基学校 东北 1500 600 
2643449

0 

6 月亮湾小学 西南 2000 1000 
8646900

1 

7 蛇口人民医院 医院 东北 3500 500 
2669694

9 

8 丰泽园 

商住混合区 

南面 50 1000 
2686116

1 

9 兆龙大厦 东北 120 500 
2686116

1 

10 南山村 东北 1800 4000 
2686116

1 

11 南园村 东北 2200 6000 
2686116

1 

12 青青山庄 东面 500 7000 
2686116

1 

13 阳光玫瑰园 西南 450 600 
2686116

1 

14 前海湾花园 西面 1300 400 
2686116

1 

15 诺德假日 东北 800 600 
2686116

1 

16 依云伴山 南面 600 800 
2686116

1 

17 鼎太风华 东北 2500 5000 
2686116

1 

18 赤湾 海湾 南面 2000   
海水

四类 

19 青青世界 风景区 东面 600  
2686116

1 
 

 



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9 

 

序号 环境敏感点 性质 方位 距离 m 
规模 

人数 

联系 

电话 

保护 

目标 

1 
南山开发公司

幼儿园 

 

东北 700 300 
2681711

6 

大气

二类 

2 赤湾学校 东北 1500 300 
2685381

2 

3 月亮湾小学 东北 2000 1000 
8646900

1 

4 
深大附中高中

部 
北面 2500 800 

8827496

9 

5 育才一小 东面 4300 800 
2681573

2 

6 育才中学 东面 4500 1000 
2681355

3 

7 蛇口人民医院 医院 东北 4900 500 
2669694

9 

8 海景公寓 

商住混合区 

东北 200 1000 
1326671

9451 

9 港湾生活小区 东北 570 3000 
2532782

4 

10 赤湾社区 东北 900 2000 
2669507

0 

11 赤湾花园 东北 750 1800 
2686370

0 

12 月亮湾花园 东北 1900 2500 
2686370

0 

13 赤湾 海湾 东面 300   
海水

四类 

14 小南山公园 风景区 北面 100  
2686370

0 
 

表 5 应急咨询专家通讯录 

姓  名 所在单位 
职务或职

称 
移动电话 

黄小武 
深圳市绿世纪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 13590391559 

胡静 
南山区环境保护

监测站 
高工 15816861538 

车秀珍 
深圳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 
高工 13692184666 

王  石 
深圳市环境工程

科学技术中心 
高工 13825207869 

廖蔚峰 
深圳市危险废物

处理站有限公司 
高工 13692126007 

 

 



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0 

五、调查结论 

泰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晶片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队伍建设良好，

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应急预案编制科学，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充分，可及时、

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降低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