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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化 工 企 业 环 境 应 急 预 案 编 制 指 南 
 

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

案”）的编制程序、内容等基本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石油化工（包括石油炼制与化工）企业环境应急

预案的编制。 

2.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法律文件，编制该指南。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环境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地开展环境应急

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3.2 环境敏感区 

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

的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主要包括：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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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

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生生物的自

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资源性缺水地

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封闭及半封闭海

域、富营养化水域；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

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

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 

3.3 环境保护目标 

石油化工企业周边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区。 

3.4 危险物质 

指能导致火灾、爆炸或中毒等危险的一种物质或者若干种物质

的混合物。 

3.5 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危

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3.6 环境污染事件危险源 

在石油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导致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污

染源，包括生产、贮存、经营、使用、运输的危险物质以及产生、

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备和装置等。 

3.7 环境污染事件与突发环境事件 

环境污染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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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以及由于不可抗力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干扰，

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和环境安全

构成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3.8 分类 

指根据环境污染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划分环境污染事件的

类别。 

3.9 分级 

指按照环境污染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危害程度，划分环境

污染事件的级别。 

3.10 应急准备 

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

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3.11 应急响应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3.12 应急救援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事

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3.13 恢复 

指在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

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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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预案编制程序 

4.1 成立预案编制工作组 

成立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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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企业部门职能分工抽调预案编

制人员。预案编制人员应来自企业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部门，包括

应急指挥、环境风险评估、生产过程控制、安全、组织管理、监测、

消防、工程抢险、医疗急救、防化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内部、

外部专家。预案编制工作组应进行职责分工，制定预案编制任务和

工作计划。 

4.2 基本情况调查 

应对企业基本概况、环境污染事件危险源、企业周边环境状况、

环境保护目标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说明。 

4.2.1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 

4.2.1.1 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4.2.1.2 企业经济性质、隶属关系、从业人数。 

4.2.1.3 企业的地理位置（经纬度）。 

4.2.1.4 其他情况说明。 

4.2.2 企业环境污染危险源基本情况调查 

4.2.2.1 企业的主、副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体的名称

及日产量，原材料、燃料名称及日消耗量、物料最大贮存量和加工

量，列出涉及的危险物质名称及数量等。 

4.2.2.2 调查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装置，危险物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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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方式（槽、罐、池、坑、堆放等），收集企业平面布置图，雨水、

清净下水和污水收集、排放管网图、应急设施（备）平面布置图、

企业消防设施配置图。 

4.2.2.3 调查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名称及排放量，污染治理设施

处理量及处理后废物产生量，污染治理工艺流程、设备及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等。 

4.2.2.4 调查企业危险废物的产生，储存、转移、处置情况，

危险废物处理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资质、处理场所的位置，

危险废物处理的设计规范和防范环境风险情况。 

4.2.2.5 调查企业危险物质及危险废物的运输（输送）单位、

运输方式、日运量、运地、运输路线、“跑、冒、滴、漏”的防护

措施等。 

4.2.3 企业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调查 

4.2.3.1 企业所在地的气候（气象）特征，如风向、风速、降

雨量、暴雨期等。 

4.2.3.2 企业所在区域地形地貌及厂址的特殊状况（如上坡地、

河流的岸边）。 

4.2.3.3企业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图（比例尺1:5000和1：50000），

图中包括以下内容： 

(1) 年风向玫瑰图； 

(2) 物料运输（进厂和出厂）依托的公路、铁路、水域，以及管道； 

(3) 受纳本企业废水（包括污水处理厂出水、直排清净下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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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的水域，废水排放路径及排污口位置，企业厂区外固体废物

处置场； 

(4) 周边区域道路交通、疏散路线、周边区域的企业分布、社

区重要基础设施等；  

(5) 区域内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调查范围按HJ/T 169 确定)。 

4.2.3.4 企业废水（包括污水处理厂出水、直排清净下水和雨

水）排放去向（水域名称），废水输送方式，排污口位置，水域功

能类别。企业排污口下游的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地表水及地下水取

水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红

树林、珊瑚礁、鱼虾产卵场、重要湿地和天然渔场等）名称，保护

级别，与企业排污口的距离。 

4.2.3.5 列表说明区域内各环境保护目标名称及与企业边界的

方位和距离，人口集中居住区人口数量、学校的相对位置和学生人

数、医院的相对位置及联系方式。 

4.2.3.6 企业相关地表水、地下水、海域、大气环境功能区划，

受纳水体（包括支流和干流）情况及执行的环境标准，区域地表水、

地下水（或海水）及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的环境标准。 

4.2.3.7 企业下游供水设施服务区设计规模及日供水量、联系

方式；取水口名称、地点及距离、地理位置（经纬度）等，服务范

围内灌溉面积、基本农田保护区情况。 

4.2.3.8 企业下游地下水打井取水情况。 

4.2.3.9 周边企业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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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0 企业周边区域道路情况及交通干线流量等。 

4.2.3.11 企业危险物质和危险废物运输（输送）路线中的环境

保护目标说明。 

4.2.3.12 同一流域或区域产生同类污染物的其他企业名录及

排污状况。 

4.3 环境风险评价与应急能力评估 

4.3.1 明确企业存在的危险源、环境风险评价结果，以及可能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后果和波及范围。 

4.3.2 对企业存在的环境污染事件风险进行识别。 

4.3.3 对可能引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危险目标，应分析其关键装

置、要害部位以及重大环境危险源等的风险程度，作为事件分级的

主要依据。 

4.3.4 针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程度，对企业的应急资源、处

置能力以及员工的综合应急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找出不足，并在

应急保障中采取适当的强化保障措施。 

4.4 应急预案编制 

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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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应急预案。对应急机构职责、人员、技术、

装备、设施（备）、物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做

出具体安排。应急预案应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与地方政府预案、

上级主管单位以及相关部门的预案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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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应急预案的评审、发布与更新 

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后，应进行评审。评审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组

织有关部门和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外部评审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相

关企业、环保部门、周边公众代表、专家等对企业的预案组织审查。

预案经评审完善后，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发布，按规定报本地环

保部门备案。同时，明确实施的时间、抄送的部门、企业、社区等。 

企业应急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发生重

大变动、或在执行中发现重大缺陷时，由企业及时组织修订。企业

应每年组织对预案进行评审，并及时根据评审结论组织修订。 

4.6 应急预案的实施 

预案批准发布后，企业应落实预案中的各项工作及设施的建设，

明确各项职责和任务分工，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

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实现应急预案持续改进。 

5.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 

5.1 总则 

5.1.1 编制目的 

明确预案编制的目的、要达到的目标和作用等。 

5.1.2 编制依据 

明确预案编制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部门文件，

有关行业技术规范标准，以及企业关于应急工作的有关制度和管理

办法等。 

5.1.3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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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应急预案适用的对象、范围，以及环境污染事件的类型、

级别等。 

5.1.4 事件分级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1.5 工作原则 

明确应急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减少危害，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企业自救、属地管理，整合资源、联动处置等原则。 

5.1.6 应急预案关系说明 

明确应急预案与内部企业应急预案和外部其他应急预案的关

系，并辅相应的关系图，表述预案之间的横向关联及上下衔接关系。 

5.2 组织机构和职责 

5.2.1 组织机构 

明确应急组织机构的构成。一般由应急领导小组、应急指挥中

心、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应急工作主要部门、应急工作支持部门、

信息组、专家组、现场应急指挥部等构成，并尽可能以结构图的形

式表述。 

5.2.2 职责 

规定应急组织体系中各部门的应急工作职责、协调管理范畴、

负责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具体操作步骤等。 

5.3 预防与预警 

5.3.1 危险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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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区域内容易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

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组织进行检查、监控，并采取安全防

范措施，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预防。 

应急指挥机构确认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后，要及时研

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措施预防事件发生。 

5.3.2 预防与应急准备 

明确应急组织机构成员根据自己的职责需开展的预防和应急准

备工作，如完善应急预案、应急培训、演练、相关知识培训、应急

平台建设、新技术研发等。 

5.3.3 监测与预警 

5.3.3.1 应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重点排污

口进行例行监测。 

5.3.3.2 根据企业应急能力情况及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级

别，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5.4 应急响应 

5.4.1 响应流程 

根据所编制预案的类型和特点，明确应急响应的流程和步骤，

并以流程图表示。 

5.4.2 分级响应 

根据事件紧急和危害程度，对应急响应进行分级。 

5.4.3 启动条件 

明确不同级别预案的启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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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信息报告与处置 

5.4.4.1 明确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内部信息报告的形式和要

求，以及事件信息的通报流程； 

5.4.4.2 明确事件信息上报的部门、方式、内容和时限等内容； 

5.4.4.3 明确事件发生后向可能遭受事件影响的单位，以及向

请求援助单位发出有关信息的方式、方法。 

5.4.5 应急准备 

明确应急行动开展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下达启动预案命令、

召开应急会议、各应急组织成员的联系会议等。 

5.4.6 应急监测 

5.4.6.1 明确紧急情况下企业应按事发地人民政府环保部门要

求，配合开展工作。 

5.4.6.2 明确应急监测方案，包括污染现场、实验室应急监测

方法、仪器、药剂。 

5.4.6.3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企业环境监测机构要立即开展应

急监测，在政府部门到达后，则配合政府部门相关机构进行监测。 

5.4.7 现场处置 

5.4.7.1 水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 

根据污染物的性质及事件类型、可控性、严重程度、影响范围

及水环境状况等，需确定以下内容： 

（1）可能受影响水体情况说明，包括水体规模、水文情况、水

体功能、水质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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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 

（3）事件发生后，切断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及泄漏至外环境的污

染物控制、消减技术方法说明； 

（4）制定水中毒事件预防措施，中毒人员救治措施； 

（5）需要其他措施的说明（如其他企业污染物限排、停排，调

水，污染水体疏导，自来水厂的应急措施等）； 

（6）跨界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措施说明； 

（7）其他说明。 

5.4.7.2 有毒气体扩散事件现场处置 

根据污染物的性质及事件类型，事件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

范围以及风向、风速和地形条件等，需确定以下内容： 

（1）切断污染源的有效措施； 

（2）制定气体泄漏事件所采取的现场洗消措施或其他处置措施； 

（3）明确可能受影响区域及区域环境状况；  

（4）制定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 

（5）可能受影响区域企业、单位、社区人员疏散的方式和路线、

基本保护措施和个人防护方法； 

（6）临时安置场所； 

（7）周边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方案； 

（8）其他说明。 

5.4.7.3 溢油事件现场处置 

根据溢油数量、油品种类等，需确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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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切断溢油源和控制影响范围的有效措施； 

（2）制定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 

（3）制定事件现场隔离警戒，防止发生火灾爆炸事件措施； 

（4）制定油品回收和减轻环境污染的措施； 

（5）制定减轻溢油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措施； 

（6）其他说明。 

5.4.7.4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污染事件现场处置 

根据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性质、污染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需确定以下内容： 

（1）切断污染源的有效措施； 

（2）制定防止发生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置措施； 

（3）明确可能受影响区域及区域环境状况； 

（4）制定监测方案，开展应急监测； 

（5）可能受影响区域人员疏散的方式和路线、基本保护措施和

个人防护方法； 

（6）临时安置场所； 

（7）周边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方案； 

（8）其他说明。 

5.4.7.5 辐射事件现场处置 

（1）对于放射源丢失、被盗或被抢的事件，需确定以下内容： 

1）制定放射源搜寻措施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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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在指定区域内宣传放射性危害特性的方法； 

3）其他说明。 

（2）对于放射性物质泄露事件，需确定以下内容： 

1）制定措施，切断辐射范围扩大的途径； 

2）制定实时监测方案； 

3）制定现场专业技术人员个人防护措施； 

4)制定周边群众保护措施和预防、治疗方案； 

5）其他说明。 

5.4.7.6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依据事件分类、分级，附近疾病控制与医疗救治机构的设置和

处理能力，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置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可用的急救资源列表，如急救中心、医院、疾控中心、救

护车和急救人员； 

（2）应急抢救中心、毒物控制中心的列表； 

（3）国家中毒急救网络； 

（4）伤员的现场急救常识。 

5.5 安全防护 

5.5.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明确事件现场的保护措施； 

5.5.2 受灾群众的安全防护。制定群众安全防护措施、疏散措

施及患者医疗救护方案等。 

5.6 次生灾害防范 

制定次生灾害防范措施，现场监测方案，现场人员撤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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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人员中毒或引发次生环境事件。 

5.7 应急状态解除 

5.7.1 明确应急终止的条件； 

5.7.2 明确应急终止的程序； 

5.7.3 明确应急状态终止后，继续进行跟踪环境监测和评估的

方案。 

5.8 善后处置 

5.8.1 明确受灾人员的安置及损失赔偿方案； 

5.8.2 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中的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5.8.3 明确开展环境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内容和程序。 

5.9 应急保障 

5.9.1 应急保障计划 

制定应急资源建设及储备目标，落实责任主体，明确应急专项

经费来源，确定外部依托机构，针对应急能力评估中发现的不足制

定措施。 

5.9.2 应急资源 

应急保障责任主体依据既有应急保障计划，落实应急专家、应

急队伍、应急资金、应急物资配备、调用标准及措施。 

5.9.3 应急物资和装备保障 

企业依据重特大事件应急处置的需求，建立健全以应急物资储

备为主，社会救援物资为辅的物资保障体系，建立应急物资动态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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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应急通讯 

明确与应急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人员联系方式及方法，并提供备

用方案。建立健全应急通讯系统与配套设施，确保应急状态下信息

通畅。 

5.9.5 应急技术 

阐述应急处置技术手段、技术机构等内容。 

5.9.6 其他保障 

根据应急工作需求，确定其他相关保障措施（交通运输、治安、

医疗、后勤、体制机制、对外信息发布保障等）。 

5.10 预案管理  

5.10.1 预案培训 

说明对本企业开展的应急培训计划、方式和要求。如果预案涉

及相关方，应明确宣传、告知等工作。 

5.10.2 预案演练 

说明应急演练的方式、频次等内容，制定企业预案演练的具体

计划，并组织策划和实施，演练结束后做好总结，适时组织有关企

业和专家对部分应急演练进行观摩和交流。 

5.10.3 预案修订 

说明应急预案修订、变更、改进的基本要求及时限，以及采取

的方式等，以实现可持续改进。 

5.10.4 预案备案 

说明预案备案的方式、审核要求、报备部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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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附则  

5.11.1 预案的签署和解释 

明确预案签署人，预案解释部门。 

5.11.2 预案的实施 

明确预案实施时间。 

5.12 附件 

（1）环境风险评价文件； 

（2）危险废物登记文件或企业危险废物名录； 

（3）企业应急通讯录； 

（4）应急专家通讯录； 

（5）企业环境监测应急网络分布； 

（6）企业环境监测机构联系人通讯录； 

（7）外部（政府有关部门、救援单位、专家、环境保护目标等）

联系单位通讯录； 

（8）单位所处位置图、区域位置及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位

置关系图、本单位及周边区域人员撤离路线； 

（9）单位重大危险源（生产及储存装置等）分布位置图； 

（10）应急设施（备）布置图； 

（11）危险物质运输（输送）路线及环境保护目标位置图； 

（12）企业雨水、清净下水和污水收集、排放管网图； 

（13）企业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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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各种制度、程序等，如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格式）

表、应急预案启动(终止)令（格式）、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等；  

（15）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标准目录； 

（16）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