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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 , 每一个置身业内的人肩上都担着沉甸甸的安全环保责任 , 一时一刻都
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北京的 PM2.5 向全国人民普及了大气质量常识后，全国各地都在高度关注大气污染问题，
一些城市还制定了大气污染的应急方案。云南省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占工业的比重较大，大气污染

Ｐ２２

Ｐ２０

时间定格的美丽

上下一心，千锤百炼确保演练成功

Ｐ２４

以演练促实战

Ｐ２６

提升环境风险应急能力

南磷集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备

Ｐ２９

南磷集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程序

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源。结合热点问题，环境保护部应急办统一安排部署，由云南省环保厅和云南
南磷集团共同承办 “云南省 2013 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场景为云南南磷集团电化公司
氯碱厂氯气泄漏。经过 1 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10 月 27 日，演练如期举办，取得圆满成功，获得

感谢下列参演单位对南磷集团承办“２０１３ 年云南环境突发

亲临主会场的环保部副部长翟青等领导的高度赞扬，认为此次演练全面反映了云南省处置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演练”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为已开始进行修改调整的云南省环境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带来许多新的视角。

寻甸县人民政府、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昆明市环境监察支队、昆

承办这样高规格的应急演练，通过和各参演单位的密切配合，集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水平

明市环境监测中心、寻甸县环境保护局、寻甸县消防大队、寻甸县公

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为日常工作带来了更高的标准，必将推动南磷的安全环保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安局、寻甸县安监局、寻甸县卫生局、寻甸县气象局、寻甸县民政局、

同时，我们编辑出版这期特刊，是希望全体南磷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第

寻甸县环境监察大队、寻甸县环境监测站等相关单位。

一时间在身边找到这本“范本”，冷静、顺利地渡过险境，收获一生的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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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ll
南磷集团成功承办
“２０１３年云南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在昆明主会场观看演练。

集团办公室供稿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由国家环保部应急办主办，云南省环保厅、云南南磷集团承办，
昆明市环保局、寻甸县人民政府协办的“２０１３ 年云南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南磷集团电
化公司氯碱厂隆重举办。国家环保部翟青副部长、应急办主任田为勇，参加全国环境应急管
理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南磷集团董事长王安康在昆明主会场实时连线观摩了
演练。演练结束后，翟青从“内容全面、理念先进、情景逼真、实现了以演代宣”４ 个方面
对演练取得的成功表示充分肯定。

当天上午 ９ 点，经过为期一个月紧锣密鼓的安
排部署和预演， ２０１３ 年云南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在南磷集团电化公司如期举办。此次演练的情景预
设为：地处寻甸牛栏江流域内的金所工业园区内，
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烧碱分厂 ２ 号储罐的两吨液
氯出现“泄漏”，大量有害气体“涌入”空中，一
名工人晕倒在作业塔下……面对液氯“扩散”的危险，
厂方、县市环保、公安、消防、卫生、安监、民政
和气象等部门马上联动，启动区、县、市三级有毒
有害气体风险应急处理，历经近 １ 个小时，最终将“漏
点”封堵。整个演练参演部门达 １４ 个、参演人员近
１１００ 人（次），先后动用各种车辆 １５０ 多台（次）、

●王安康董事长观看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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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监察设备 ９０ 多台（次）、防护装备 ３００ 多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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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是国家应急管理
中预案管理部分重要的一环，之所以今
演练期间，云南省 １１ 个州（市）、部分县（市、区）

年选择在云南省进行这样一次演练，是

环境应急机构负责人，全省部分国控和省控化工企业负责

为了加强边疆省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人在现场进行了观摩。在近 １ 小时的精确演练后，寻甸县

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提高云南省的突发

县长唐琪宣布本次演练取得圆满成功，所有参演人员激动

事件处理水平。南磷集团高度重视这次

地相互拥抱，共庆胜利。翟青副部长通过视频，对此次演

演练任务，抽调精兵强将参与，一丝不

练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云南省 ２０１３

苟、精益求精落实各环节，为确保正式

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立足实际、

演练的精确到位，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

情景真实、处置得力、协调有序，针对性和示范性都很强。”

汗水。

翟青认为，演练情景接近实战，设置政府、企业、公众疏
散等情节，提高了企业职工和周边群众的环境安全意识，
全面反映了云南省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同时，
翟青副部长代表国家环保部对南磷集团成功承办此次演练
表示感谢。在热烈的掌声中，在现场观摩指导的环保部应
急办副主任冯晓波等领导慰问了演练团队，对所有参演人
员表示慰问和感谢。

本次演练首次采用通过两个会场的大屏幕及移动式卫星传播技术，将现场场景
与外围工作视频信号有机串联在一起，在两个会场进行同步展示，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
本次高规格的演练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环境网、新华网、搜狐网、和讯网、云
视网、昆明信息港等众多网站，《中国环境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
《昆明日报》、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等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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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salon 文学沙龙

Purpose of Drillsalon 演练目的

purpose of drill
始终坚持“预防优先、有急
必应”的工作原则，提高政府、
环保部门以及企业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能力，提升企业作为责
任主体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切实增强环保部门环
境应急实战能力，锤炼环保应
急队伍，检验各级环境应急预
案，进一步完善“统一指挥、分
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
属地为主”的环境应急管理体制，
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环境
事件危害，增强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和
“2013 云南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谐稳定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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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Exercise
2013

演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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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ll Topic 演练主题

Drill Subkects 演练科目

drill topic

演练主题
环境应急响应，环保、
公安、消防、卫生、安
监、民政、气象等部门
联动，确保环境安全。

drill ambient
situation
演练厂区周边村庄情况

drill subjects
演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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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
2. 突发环境事件的接报和处置；
3. 突发环境事件研判；
4. 环保、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处
置和现场应急指挥；
5. 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送；
6. 应急监测及监察。

Drill Program 演练程序

Drill Program 演练程序

drill program

演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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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处置
云南南磷集团氯碱厂主控室
ＤＣＳ 操作工发现 ＤＣＳ 报警系统指
示液氯充装站发生氯气泄漏，公司
总经理接报后，立即要求启动《云
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对事件进行先期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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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事件接报

信息上报

在 展 开 先 期 处 置 工 作 的 同 时，

寻甸县环境保护局向昆明市环保

南磷集团电化公司向寻甸县环保局

局上报情况，接报后昆明市环境保

“１２３６９”环保热线及当地“１１０”指

护局立即派出应急检测、现场调查

挥中心报告液氯泄漏情况。由于事故

人员、应急车辆前往现场进行增援。

现场大量泄漏的液氯已导致 １ 人晕倒，

同时，向省环保厅应急中心“１２３６９”

南磷集团初步判定此次液氯泄漏将会

环保热线报告，请求云南省环保厅

危及周边群众，由于事态严重，难以

支援，云南省环保厅接报后，进行

在短时间内控制，有向厂界外扩散的

初步核实后立即派人员前往支援、

趋势，南磷集团总经理将事件情况

指导昆明市环保局开展应急处置和

报告给县政府及县环境保护局请求支

事件调查。

援。

05
赶赴现场

03
事件初判
寻甸县环保局接到报告后，根据南磷集团上报事件信息，
结合周边环境敏感点分析，该泄露一旦发生大面积扩散将危及
到周围上千户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判定为较大（Ⅲ级）突
发环境事件。寻甸县环保局立即要求启动《寻甸县环保局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响应预案》，通知应急队伍集合，立即赶往事故
现场支援。同时，将事件情况逐级上报给寻甸县政府、昆明市
环保局，并建议寻甸县政府立即启动《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

急监察分队、公安应急分队、人员急救
分队、民政应急分队、气象信息分队、
信息发布分队、专家组立即赶往事故地
点进行抢险救援。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接
报后立即启动《环境应急响应预案》，
派出环境监测、监察人员，携带应急装
备、应急设备赶赴现场，云南省环境保
护厅接到增援请求后，按照厅领导要求，
立即派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云南省监
察总队（应急中心）进行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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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按照部署，寻甸县应急监测分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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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现场指挥部

开展监测和现场调查

事故发生后，寻甸县人民政府组织相

寻甸县应急监测分队、昆明市环保局应急监测组

关部门到达现场，立即成立事故处理现

以及省环保厅增援应急监测队伍共同组成现场应急

场指挥部，寻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任指

监测组，根据专家提供方案，立即布点进行采样分析，

挥长，进行先期处置。２０ 分钟后，昆明

每 １５ 分钟向现场指挥部汇报 １ 次个点大气监测数据，

市环境保护局到达，寻甸县人民政府副

每半小时向现场指挥部汇报 １ 次水样监测数据。

县长移交指挥权，由昆明市环保局局长

寻甸县应急监察分队、昆明市环保局应急监察分

担任总指挥长，统一指挥协调寻甸县人

队以及省应急监察队伍共同组成现场应急监察组，

民政府政府各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对现场事件起因、抢险措施、污染影响、事故应急池、
消防废水流向等进行现场调查，并对消防废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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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由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专

现场处置

家组成）根据现场地形，气象等条件进行气体模拟扩散分析，

（２）专家指导（展开监测、监察、疏散工作）：现场专

以及处理进行跟踪，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经专家集体讨论后对监测、监察、疏散工作提出意见，并建

09

应急分队消防队员加强抢险堵漏力量，更换

议指挥部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监测、监察措施：ａ、密切注

信息发布

泄漏管道；人员急救分队抢救现场及周边中

意气象条件变化，增加监测范围，将监测范围扩大到下风向

现场信息发布分队根据现场泄露、救援

毒人员；消防人员配合南磷集团电化公司工

３ｋｍ 范围。在泄漏事故区上风向 １００ｍ 处、厂界 １００ｍ、泄

等情况，制定新闻报道方案，按照有关规定

作抢险人员对泄漏的贮罐出口管进行喷淋稀

漏事故区厂界外 １００ｍ 内的区域及事故区下风 ４００ｍ 处、下

有寻甸县人民政府适时向公众发布事件进展

释，实施内外双层水幕吸收方案。内层采用

风向 １５００ｍ 的园区寻甸磷电黄磷厂和下风向约 ２０００ｍ 的中

和处置情况，并积极向公众宣传自救防护等

稀碱液吸收，外层用消防水吸收。两支喷雾

化云龙、先锋化工等化工厂设六个大气监测点，化工厂排污

知识。

水枪形成内外双层水幕进行往复式喷雾稀释

口、功山河入口下游设两个水质监测点。ｂ、监察分队对事

驱散、吸收氯气，提高消防吸收效率，降低

件起因、污染影响、周边环境等进行调查、取证。二是事故

危害；吸收水由现场的事故应急池引入南磷

周围 ４００ｍ 范围内氯气浓度将达到 １００ｍｇ／ｍ３ 左右，容易引

化工厂的污水排放系统并进入工厂的应急水

起中毒，下风向 ２ｋｍ 范围内氯气浓度将达到 ５ ｍｇ／ｍ３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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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紧急调配酸性废水对喷淋水进行中和处

对人群健康有一定危害，因此，专家组建议指挥部采取如下

事件续报

理，避免二次污染；公安应急分队及民政应

措施：ａ、应对事故周围现场 ４００ｍ 区域进行严密封锁，对

急分队联合封闭工厂附近道路及周边单位、

工厂公路及周边单位、村庄实行管制。Ｂ、加强力量组织抢险，

施、取得的初步成效、各部门增援情况等信

村庄，并组织疏散下风方向群众到安全地带，

用中和喷淋堵截污染物，控制污染扩大。Ｃ、严格做好抢险

息向寻甸县人民政府、昆明市环保局及时上

并保证疏散人员得到有效的安置及救助。

废水收集及处理，避免事故抢险产生二次污染。

报。昆明市环保局又向省环保厅上报。

现场指挥部把事件当前态势、采取的措
15 Yunpho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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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展救援：按照指挥部要求，公安

1 1

13

善后处置

处置报告

公安应急分队消防人员会同企业应急分

由寻甸县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现场处

队采用措施将泄漏堵住，污染源得到有效控

置各成员单位及专家组共同编制突发环

制，事故现场抢险废水全部收集入事故应急

境事件处置报告，上报昆明市环境保护

池，进入终端污水处理站处理。根据监测结

局、昆明市政府、省环保厅。处置报告

果显示，污染逐步消除，现场指挥部要求环

内容应包括：事件过程、责任人和责任

保部门继续跟踪监测及时报告情况，并要求

单位，确定受害区范围；根据污染和人

对人员和防护设备进行洗消，防止中毒和发

员中毒情况，确定事件等级；评定解除

生二次污染。

污染直接投入费用；评定污染间接经济
损失；汇总污染人员伤亡数目；填写各
种表格，绘制图件；事件环境影响评估、
善后处置建议、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的措施等。

14
演练评估总结
全程参与演练的准备、策划、实施，总结

12
应急终止

分析此次演练中暴露的问题，评估演练是否达
到了预定目标、评估企业应急预案与政府、部
门应急预案是否衔接、指出企业政府预案存在
问题，提出下步工作建议和要求等，并提出改

监测报告，污染状况已经得到控制，当

进意见。应急演练结束后向此次演练领导小组

地环境质量已恢复正常，符合应急预案

提交评估。

规定的终止条件，现场指挥部宣布应急
终止。

17 Yunphos People

16 Yunphos People

按照专家组的意见，根据现场情况和

live broadcast

现场直播

“2013 云南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Yunnan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Exercise
2013
９ 点整，“泄漏”开始，只见 ２ 号罐体周边

应急分队对事故现场气象条件进行分析。

散发出黄色刺鼻气体，厂区监控警报立即响起。

通过在线仪器监测，发现“泄漏”后 ３８ 分钟，

两名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前来检查，发现有一

厂区东北角空气中的氯气浓度达到 ６ 毫克 ／ 立方米，

名工人晕倒现场，将晕倒的工人扶至安全地带

已属于有毒有害气体严重超标。更严重的是，有毒有

后，两人立即上报给值班长。９ 点 ０５ 分左右，

害气体还在以每秒 １ 米的速度向外扩散，扩散范围已

南磷集团电化公司氯碱厂启动了公司应急预案，

从工厂下风向 ２．７ 公里范围扩大至 ６．８ 公里，指挥部

同时通知周边企业及村委会。企业将情况向县

立即组织疏散了 ２．７ 公里范围内的有关人员，并在 ６．８

消防、公安、环境应急办公室等部门进行报告。

公里范围内设置 ７ 个大气监测点和水质监测点，随时

接报后，寻甸县环保局应急监测、监察分

做好外围人员的疏散准备。由于污染液体极有可能通

队赶赴现场，并向县政府报告事件，县政府根

过径流进入三月三水库，排入牛栏江，进而影响整个

据报告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发布蓝色

牛栏江——滇池引水工程，指挥部还将附近范围内的

预警，疏散厂区周围人群。很快，公安部门进

有关沟渠，三月三水库水质等列入紧急监测范围……

行人员疏散，民政部门安置人员等。同时，市

通过逐一排查，检修人员发现了泄漏点，并成功封堵。

环保局接到寻甸县的报告后，市环境应急监察

现场黄烟随着喷淋逐渐消失，又过了 １０ 多分钟后，

分队和监测分队也赶赴现场。

按照专家组的意见，事故现场已被喷淋至达标。指挥

最先进入现场的是身穿防化服的抢险抢修

部指示，耗时近 １ 小时的应急响应终止。蓝色预警解

组第一梯组组员封堵漏口。随后，工厂专职消

除。整个演练持续约近 １ 小时，参加人员近千人，出

防组也赶到，并立即用水枪喷淋稀释泄漏的氯

动车辆 １５０ 多辆次，监测、监察设备 ９０ 多台次，参

气。抢险抢修组第二梯组组员用沙袋修筑围堰，

演部门达到 １４ 个。 YunPhos

后面陆续赶来的县消防、安监、卫生等部门，
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工作。消防人员加强喷淋，
医疗组将昏迷人员转移到医院进行治疗，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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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防水围堵并导入应急池。

Journey of the heart 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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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of the heart

心路历程

通过演练，通过细致的工作梳理，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通过演练提高了

发现了我们自身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

我们企业的应急处置能力水平，锻炼了

些不足、存在的一些漏洞，以便我们能

队伍，团结了队伍，增强了大家的企业

够在以后工作中及时加以改正，并不断

主人翁责任感，及企业的集体荣誉感，
为企业以后的工作将带来重要的深远意

时间定格的美丽
——“２０１３ 年云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有感
集团电化公司 赵冠民供稿

作，并亲自到演练场地现场落实相应工作；在演练的桌面推演期间，集团总

义。通过演练，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

经理郑革锋亲自参与并作出相应指示。时间在一点一点地逼近，有时会觉得

社会形象——我们是一个对社会有责任

全部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并信心满满，然而我们仅仅只是演练的一部分，众

的企业，做好环保工作不仅仅是国家的、

多政府相关参演部门的工作内容一样很重要，缺一不可；有时又是新问题新

社会的问题，更是我们企业的份内之

事件层出不穷而无法定夺——观摩人数无法确定，从几十人到几百人都有，

事！辛勤努力的付出，所有的美丽全部

观摩台位置几经变动（即要安全，又要方便观摩充分体现真实性，且不能长

定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０ 时的那一

时间占用物流道路），预演时间及预演方案不停改变不断增加内容及频次，

刻，获得的赞誉、认可与肯定已经成为

确定了的方案出现变动已经是家常便饭，这反映出的已经不仅仅只是演练本

过去，今天、明天远比昨天更为重要！

进入十月的季节，天气已然充分显

保护部相关领导、省环保厅杨副厅长、

身应该有的问题——包括它的的快速反应机制、演练的真实性、科学性、合

YunPhos

示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的特点，雨总也淅

寻甸县唐琪县长、云南南磷集团总经理

理性问题，还要讲究一定的唯美艺术感；有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又

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感觉气候越来越寒

郑革锋、副总经理王琦、副总经理周训

会觉得时间仿佛凝固了；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自上班起一般的几件事情——

冷，零上几度的天气被风裹着雨水吹过，

文、云南省各地州市负责环保工作的领

巡检，了解生产状况并做好安排部署，组织内部演练或配合综合演练、配合

好像已然进入了冬季。天是寒冷的，但

导、寻甸县相关部门领导、省内 ６０ 家

环境保护部应急办及省市县相关部门做好服务、预拍、总结及脚本修订等工作。

是心里却是一团火，只有着一个念头，

规模企业领导等。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演

有时又会很纠结——因为相应方案、时间的不能确定及不断变动，在几近满

在这种高规格高级别的演练中，一定而

练，在一小时的时间全部结束，并取得

负荷生产状况下，人员精简的电化公司，“演练”及“演练”配合工作常常

且必须要把演练工作做好、配合好、服

圆满成功，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环境保护

占用了倒班人员的大量休息时间，包括周末。而我们更是会一次次的讨论制

务好，一定要在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

部翟青副部长及省市县领导的高度评价

定方案、看视频、修改脚本，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直到次日凌晨。不管怎样，

全国和云南省各地州代表面前充分展示

及肯定。演练结束后，所有与演练有关

从电化公司领导、分厂、办公室到基层组织，因为领导的身先士卒、事必躬亲、

我南磷人的自信、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的人员一时竟激动起来，大家彼此相互

率先垂范作用，使得我们有了一支团结的、能够克服困难、一往无前的团队，

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的良好形象，充分体

恭贺相互拥抱、相互握手，一个多月的

因为有了这样一支队伍，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现企业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及做好

没日没夜加班加点辛苦工作的场景突然

环保工作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基本责任

被淡化了，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

演练的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方面是演练本身及相关配合、服

之一。

一个又一个激动的、振奋的、喜悦的美

务工作要做好；另一方面是安全生产、环保工作要做好。生产安全、生产稳

丽画面，仿佛在那一刻被定格在那里。

定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保障，隐患排查及处理、消除或避免跑冒滴漏是一

１０ 月 ２７ 日正式演练的观摩会场分

个必须的基本工作。事实证明，两条线我们都真正做到了并做好了！虽然如
按照 ９ 月份初步制定的计划，１０ 月

此，但是通过演练，也反映出我们日常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演练取得的成果，

有环境保护部翟青副部长等全国各省、

１８ 日就是正式演练的日子（随后又定

所有的美丽、成绩也都被定格在那一刻，对现在而言已经是过去时；目前来讲，

市自治区负责环保的主要领导及集团王

为 ２５ 日及最终确定为 ２７ 日），其中，

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保持已有的好的成果，如何来弥补完善存在的不足并能够

安康董事长。分会场观摩的领导有环境

国庆期间集团董事长王安康现场调研工

坚持下去，让其成为一个好的传统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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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会场及分会场，主会场观摩的领导

Summary of practices 实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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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总结

上下一心，千锤百炼确保演练成功
summary of practices
集团电化公司氯碱厂 姚勇

围，制定了应急处置详细的工作流程，明确了各项工作措施，

式确定了最终方案，奠定了 ２７ 日的圆满演练。方案对演练的

切实做好了本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工作。

时间、地点、内容、参演人员的各种职责都作了具体说明。

■ ３、强化应急处置队伍建设，组织应急演练
为了检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脚本，为了提高应急处
置队伍的处置能力，我厂先后组织了 １３ 次桌面推演和预演。

前期准备细致、周详，为演练的圆满
成功插上双翼

今年 6 月份以来，南磷集团电化公司氯碱厂按照国家环保部和云南省应急

■ １、制定演练方案及脚本

办的要求，贯彻集团部署，积极配合环保部门，认真扎实开展“云南省 2013 年

本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举行之前，为了能更好的完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准备工作。2013 年 10 月 27 日，在氯碱厂举行的“2013

成本次演练，提高演练的质量，由分厂安全员姚勇根据有关

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全体参演部门及参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达到

规定及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方案及脚本，

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好评。作为具体承办单位，我们感

方案制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为演练脚本的顺利实施创造了

到无比自豪！现将演练情况总结如下：

良好的条件。经过达 ７０ 多次的反复修改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午正

专门组织相关部门领导召开多次会议，
在演练前，演练策划组根据演练的相关内容，专门组织
并组织全体参演人员熟悉印发的相关资
相关部门领导召开多次会议，并组织全体参演人员熟悉印发
料，让每一位参演人员明确此次演练的
的相关资料，让每一位参演人员明确此次演练的重要性和必
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在推演和预演过
要性，同时在推演和预演过程中，对双套装置的安全生产和
程中，对双套装置的安全生产和稳定运
稳定运行做了安排，分厂进行了 ２ 次安全大检查，并对检查
行做了安排，分厂进行了 ２ 次安全大检
出来的问题进行整改。
查，并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整改。
■ ３、演练现场布置和物质的准备
● ３、演练现场布置和物质的准备
氯碱厂厂长、安全员、各车间主任等参演人员加班加点，
分厂厂长、安全员、各车间主任等
在没有任何加班费的情况下，利用将近 ２ 个月的休息时间和
氯碱厂参演人员加班加点，在没有任何
周末的时间对现场进行布置设点，拆除了厂房的彩钢瓦和护
加班费的情况下，利用将近 ２ 个月的休
栏，转移了所有钢瓶和检验站所有设备，准备沙袋、联系办
息时间和周末的时间对现场进行布置设

上下一心，千锤百炼确保演练成功
领导高度重视，为演练的顺利进行打下
坚实基础

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工作。

点，拆除了厂房的彩钢瓦和护栏，转移
了所有钢瓶和检验站所有设备，准备沙

集团电化公司氯碱厂 姚勇供稿

袋、联系办公室搭建观摩台，更换安全
１６ 块安全警示牌，清理所有的绿化带杂

● ３、强化应急处置队伍建设，组织应急演

今年 9 月份以来，南磷集团电化公司氯碱厂按照国家环保部和云南省应急办的要求，贯彻
● １、建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机构，
练
集团部署，积极配合环保部门，认真扎实开展“云南省 2013 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准备工作。
强化工作责任。
为了检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脚本，为了
2013 年 10 月 27 日，在氯碱厂举行的“2013 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全体参演部门及参
为顺利完成演练任务，集团公司郑革峰总经
提高应急处置队伍的处置能力，我厂先后组织了
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好评。作为具体承办单位，
理亲自对本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进行安
１３ 次桌面推演和预演。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草和水沟。先后经历了演练方案和推演
脚本编制，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 １３ 次
的桌面推演和预演。演练组和拍摄组攻
坚克难，在预演和推演过程中善于发现
细节疏忽，及时整改。只为 ２７ 日的演

排部署。要求氯碱厂按照《南磷集团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应急救援机构，分别
由南磷集团演练应急救援组、演练策划组、演练

■ ２、演练宣传

练留下美好结局。７０ 多次脚本修改，约

前期准备细致、周详，为演练的圆满成

１１００ 人次参与本次演练。并动用了公司

功插上双翼

保障组、专职消防队防、医疗救护队、电化公司

● １、制定演练方案及脚本

消防车 ３ 辆，重型防护服 ４ 套、轻型防

监测应急队、现场抢险队、事故区域撤离人员、

本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举行之前，为了

护服 ２０ 套、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１６ 套，

治安保卫队等分队组成，统一由电化公司副总经
能更好的完成本次演练，提高演练的质量，由分
领导高度重视，为演练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急救药箱一个，氧气袋 ２ 个等其他常用

■ １、建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强化工作责任。
理赵冠民和氯碱厂厂长李富寿负责应急演练中的
厂安全员姚勇根据有关规定及现场的实际情况，

药 品、 对 讲 机 １６ 部、 监 控 检 测 仪 器 ６

为顺利完成演练任务，集团公司郑革峰总经理亲自对本次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
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方案及脚本，方案制定的现

公室搭建观摩台，更换 １６ 块安全警示牌，清理所有的绿化带杂草和水沟。先后经历了演练方案
多台等。在公司办公室、综合管理部，

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氯碱厂按照《南磷集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成立应
● ２、完善环境突发应急预案体系，明确工
实性和可操作性为演练脚本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

和推演脚本编制。演练组和拍摄组攻坚克难，在预演和推演过程中善于发现细节疏忽，及时整改。
消防队，质检部，治安保卫及氯碱厂全

各项工作。

约 １１００ 人次参与本次演练，并动用了公司消防车 ３ 辆，重型防护服
套、轻型防护服
体 人 员 全４ 力
配 合 下， ２０１３２０年套、正
１０ 月 ２７

医疗救护队、电化公司监测应急队、现场抢险队、事故区域撤离人员、治安保卫队等分
人，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公司领导统一带领下，
日下午正式确定了最终方案，奠定了 ２７ 日的圆

压式空气呼吸器 １６ 套，急救药箱一个，氧气袋 ２ 个等其他常用药品、对讲机
日演练圆满结束。１６ 部、监控检测仪

队组成，统一由电化公司副总经理赵冠民和氯碱厂厂长李富寿负责应急演练中的各项工
部门之间加强了协同和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满演练。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

器 ６ 多台等。在公司办公室、综合管理部，消防队，质检部，治安保卫及氯碱厂全体人员全力配
通过此次演练，提高了对环境突发

作。
针对环境污染突发事件 ， 按环境突发事件的可控

合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演练圆满结束。

参演人员各种的职责都作了具体说明。

■ ２、完善环境突发应急预案体系，明确工作措施，坚持统一领导，按照分类管理，
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制定了应急处置详细的
● ２、演练宣传
责任到人，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公司领导统一带领下，部门之间加强了协同和合作，提
工作流程，明确了各项工作措施，切实做好了本
在演练前，演练策划组根据演练的相关内容，
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环境污染突发事件 ， 按环境突发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

事件的应对能力、处置能力以及各部门
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切实保护公司的

通过此次演练，提高了我们对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处置能力以及各部门协同配合的作
财产和职工的人身安全和环境权益。
战能力，为切实保护公司财产和职工的人身安全和环境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YunPhos

YunP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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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机构，分别由南磷集团演练应急救援组、
演练策划组、
演练保障组、
专职消防队防、
作措施，坚持统一领导，按照分类管理，责任到
好的条件。经过达 ７０ 多次的反复修改于
１０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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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练促进实战
提升环境风险应急能力

为有效推进云南省全省的环境应急管理，在各行业包括化工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环境应急演练，检验完善应急
预案，提升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企业环境应急能力，以及增强突发环境事件
应对能力，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的要求和部署，云南省环保厅联合云南南磷
集团，于 2013 年 10 月 27 日上午在南磷集团氯碱分厂成功举行
了“2013 年云南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通过承办这

集团安全环保部 王涛供稿

样高规格的演练，南磷集团整体抗风险应
急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接到省环保

南磷电化公司组织氯碱分厂、消防护卫大队等进行多次内部演练，

厅的邀请后，集团极为重视此项工作，王安康

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经常性的、有效的、接近实战的演练，提升

董事长亲自过问，安排指定了集团郑革锋总经

员工应急处理的意识和能力，煅练专业队伍，又先后与政府环保

理作为总负责，集团生产副总兼南磷电化公司

部门配合进行 １３ 次推演和预演，脚本前后修改近 ７０ 次；通过预演，

总经理李铁英直接负责，电化公司副总经理赵

公司应急队伍也从政府应急管控中学习到不少的好东西和经验。

冠民具体负责，电化公司氯碱分厂具体作业，

南磷电化公司依据演练的进展情况，完成了场地的准备、观摩台

集团安全环保部、集团办公室、电化公司办公

搭建、音响、椅子和桌子、用电、现场后勤保障、发烟装置准备、

室等职能部门内联外协，公司消防防护
大队、质检中心监测组、供销部、电气
仪表、机修等应急小组参加。
此次应急演练与南磷集团内部预案明确的

观摩手册制作等工作。
此次演练工作，大大锻炼了公司应急队伍，提升了公司的应
急处理能力及意识。也将为集团内各子公司在处置类似事件方面
提供示范作用。

YunPhos

内容有所不同，一是初次与政府环保部门进
行联合演练，两个预案及相关部门与人员之
间的衔接问题；二是虽然公司的应急演练经
常开展，但与环保局的配合时间太少；三是政
府参与联动的单位多。南磷集团公司相关参加
应急演练的人员从实战出发，积极参加省环保
厅的演练方案编制，而后省厅下放到昆明市环

同对演练方案、脚本进行多次修改，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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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进行具体操作，又与昆明市环境科学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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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
Daily management
南磷集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体系完备

集团安全环保部 供稿

云南南磷集团是以磷化工、氯碱化工、磷氯碱结合相关多元产品深加工为核心产业的
综合性化工产业集团公司，集团辖属的黄磷企业、烧碱和聚氯乙稀企业、电石企业、磷
酸企业等都是国民生产、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基础化工原料行业，但均为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部分是剧毒化学品生产企业，生产过程多为有毒、有害，高温、高压，易燃易爆，
生产连续强，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为确保公司正常的生产运行和有效经营管理，
严格按操作规程和管理要求进行生产过程的控制是企业的首要工作任务，而提高公司防
范突发环境事件及从业人员事故处置应急能力，做到迅速、有效的控制事故事态，最大
程度上减轻危害和损失，是应对风险的一个重要的预防性和应急工作。

按行业不同认真编制应急预案
南磷集团各生产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救援预案》、《氯碱厂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氯气泄漏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氯碱厂

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

酸碱泄漏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乙炔、氯乙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

烯突发环保事件专项预案》、《盐酸泄漏突发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环境

环保事件专项预案》及多个《突发环境事件现

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突发环

场处置方案》。

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技术指南》、《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

各级预案按规定的时间分一年两次、一季
度一次和一月一次的频率进行学习和演练。

案编制指南》、《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环保部令 第 １７ 号、《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技术导则 ＨＪ Ｔ１６９－２００４》等，编制各子公司
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环保局
进行备案。各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体系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
案、现场处置方案、应急预案附件等组成。
其中：
集团所属磷化工行业编制有：《云南

子公司应急为主 集团协调管控

南磷集团寻甸磷电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
应急预案》、《黄磷泄漏污染事件专项应急救
援预案》、
《黄磷污水突发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南磷集团下属生产单位涉及到磷化工行业、氯碱化工行业、电石行业及氯碱结合生产等不同行业，
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中间品和产品包括多种化学品，所处地域广，应急应对方式也不同，因此南磷集
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管理中，是以子公司自主应急为主、集团协调资源共享、服从政府部门
管理及联动的原则，形成统一的管控。集团设有安全环保管理部，各子公司设有安全环保科（办）等
专业部门进行管理，当子公司中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立即启动预案进行处置和上报政府，并按程
序向集团安环部报告，并报至集团总经理，由集团调动相应资源对发生事件的子公司进行指导和支援，

《酸碱储槽泄漏现场处置方案》、《渣场突发
环保事件现场处置方案案》等；
集团所属电石行业编制有：《云南恒
安电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等；
集团所属氯碱行业编制有：
云南南磷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编制有《公司

将事态控制在最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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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 合理划分突发环境事件级别

南磷集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程序

南磷集团各子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预案中，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可能会遇见突然停电、停水、失控、操作事故等情况以及雷暴、冰冻
等恶劣自然灾害，进而导致各类污水、有毒有害气体大量泄漏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按照社会危害程度、
影响范围等因素可将环境污染事件分为特别重特大环境事件（Ⅰ级）、较大环境事件（Ⅱ级）和一般环

南磷集团应急响应程序图

境事件（Ⅲ级）三个等级：重特大环境事件是指污染物可能造成受纳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需疏散、转
移群众，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应急处置的事件；较大环境事件是指厂区范围的环境污染，污染物
已流入雨排系统，可能造成受纳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需调动工厂相关专业力量，进行应急处置的事件；
一般环境事件是厂区生产装置范围的环境污染，污染物未流入雨排系统，未造成大气污染，车间自行应

报告事件信息

急处置的事件。

接收

上级下达应急指令

应急指挥部

应急处理

接报

下级传达应急报告

启动应急预案

公司应急预案原则统一、重点突出
公司预案的重点是“遵从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企业自救、属地管理、整合资源、
联动处置”的原则，具体是：

危险
源控
制组

消防
救援
组

疏散
警戒
组

环境
监测

建立健全公司级应急机制和预案，落实公司各级应急队伍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的职责；排查隐患，

组

消除事件原因，做好预防、预警工作，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规范应急救援措施，做好风
险评价，不断改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应急措施得当；事故抢险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和必
要的防范措施后，迅速投入排险工作； 自救为主，尽早尽小控制，机动果断，阻断泄漏，控制事态扩大；
救人为先，抢救撤离受伤人员到安全区域，迅速疏散、撤离危险范围现场内无关人员； 防止发生次生

应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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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和二次污染；加强应急救援的装备完善、物资储备、技能提升、应急演练。 YunP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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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化学物质泄漏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程序
当班操作工发现泄

液体类危险化学品泄漏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程序

漏，或现场在线有害气监测仪报警，出现气
态化学物质泄漏时并有人受伤。
● 电话报险：（发现泄漏人员向上级报告）
（１） 向班长——再向车间主任报告——通知
应急专业队（按应急措施开展工作）。
（２） 向公司生产调度员报告情况——并接受
指令，监控现场。
现场处置要点：气态化学品泄漏首先进行喷

●指挥部根据反馈情况确认处理方
案。

当班操作工发现液体危化品或废水泄漏，并有人受伤。
●电话报险：（发现泄漏人员向上级报告）

●实施

（１） 向班长——再向车间主任报告——通知应急专业队（按应急措施开展工作）。

——开启喷现场淋吸收装置 ， 减少气

（２） 向公司生产调度员报告情况——并接受指令，监控现场——通知主管应急的公司

态化学品的外溢量，同时防止形成混和爆
炸性气休；消防员到现场后使用消防水枪，

领导——根据液体泄漏的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要点：液体化学品泄漏采用围堰或沙土、沙包围堵，并引入应急水池，严

淋吸收，防止爆炸并尽量减少扩散的量，其次是

用雾状水进行吸收、稀释。并对吸收废水

对吸收水进行围堵，防止吸收水进行雨水系统而

进行围堵、收集，引入应急水池进行处置，

当泄漏可能进入厂界外的水系统时，公司领导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启动联系机制。

发生二次污染。

点防护废水外溢而造成次生产污染事件。

●防护

当泄漏气体可能扩散到厂界外造成对人员的影

——抢修人员穿上防护衣，作业服、

响时，公司领导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报告，调动联

配备空气呼吸器，带好作业器械进入泄漏

动机制；

点作业：

● 调度员问明情况，按程序进行应急处置调度：
——当班人员按现场处置方案进行先期处理；
—— 通 知 消 防 救 护 队 —— 按 应 急 措 施 开 展 工
作——出警、救人、喷水吸收处理。
——通知上下工序岗位注意调节和应急，并根据情
况调度生产：
—— 通 知 公 司 办 —— 救 护 车 和 医 生 下 生 产 区 救

——容器储量、泄漏量、泄漏时间、

量。

－－－ 由监测人员对现场及周边环境进
行监测；
－－－ 确认警戒区域和疏散方向

——通知生产部门领导——按应急措施开展工作；

●后期工作

——通知主管应急的公司领导——根据气体泄漏的实

－－－ 堵漏成功后，经确认生产调度对

——通知各应急队待命，并按指挥部要求开展工作。

泄漏情况进一步落实，确定处理方案，向指挥部报告
情况，确认后，组织实施。

生产进行调控，恢复正常生产。
－－－ 消防大队喷水稀释空气中的有害
气体；污染处理站对吸收废水进行处理。
－－－ 各单位清点人员，洗消、清理现
场，
－－－ 抢修队进行后阶段处理方案。
－－－ 公司办根据指挥部的意见统一对
外发布灾情和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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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单位按应急救援措施召集应急专业队，对

部位、扩散范围；

－－－ 堵漏处置；

－－－ 抢修抢险队进行后期处理。

——通知护卫大队按应急措施开展警备疏散工作。

●询情

－－－ 切断气源；转移气源；减少泄漏

一步治疗——现场留有医生——联系医院内准备接病人。

展指挥工作（或电话指挥）。

手 部、 身 体、 脚 部及呼吸系统防护用品）；

——遇险人员情况；

－－－ 物资运输保障队提供物资；

——公司领导至调度中心——按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开

根据泄漏液体的毒性及划定的危险区域，确定并使用相应的防护用品（面部、

－－－ 救护伤员；

护——现场对伤员进行抢救处理、送上救护车回医院进

际情况决定启动应急预案。

格防止进入雨水系统。

Daily management 日常管理

The end 编后

——周边地形、电源、火源等情
况；

●堵漏
——根据现场泄漏情况，研究制定堵漏方

——工艺措施、到场人员处置意见。
●侦检

案，并严格按照堵漏方案实施；
——若易燃液体泄漏，所有堵漏行动必须

——搜寻遇险人员并进行救生；
——使用检测仪器测定泄漏物质、蒸气浓度、扩散
范围；

采取防爆措施，确保安全；
——关闭前置阀门，切断泄漏源；
——根据泄漏对象，采取相应的堵漏方法；

——确认设施围堰是否完好；
——确定处置路线；

●输转
——利用工艺措施导流或倒罐；

——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警戒

——转移较危险的瓶 （ 罐、桶 ）。

在演练的筹备阶段，编者也数次到集团寻甸基地，专门或间接参与演练的一些细节工作。

９． 洗消

根据询情、侦检情况确定警戒区域；
●救护
——采取正确的救助方式，将所有遇险人员移至
安全区域；
——现场救护染毒者、受腐蚀者：用流动清水
或肥皂水彻底冲洗；眼睛污染者，用大量流动清水
彻底冲洗等方式。

——对受污染的人和抢救及染毒器具。

深深感到在完成好日常工作外，准备这样一场环节多、参演单位多的演练是一件非常艰苦的

——洗消污水的排放必须经过环保部门的

任务。推演、预演 10 余次，演练脚本修改 70 多次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
的事。包括服务观摩现场的《演练手册》，因为脚本和程序的不停修改，最终只有 2 天的时

检测，以防造成次生灾害。
●清理

间设计和印刷，同样感谢外围配合的设计师和印刷厂，加班加点才完成了这次“应急”任务。

——少量残液，用干砂土等吸附，或用大

在工作中还接触到省环保厅、昆明市环科所、火把果文化传播公司的不少工作人员，都真切
感受到他们对工作的热诚、认真和执着。一次任务的完成，确实离不开团队的力量。在此，

量水稀释，污水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残液、用防爆泵抽吸或使用无火

——将需要救治人员送交医疗急救部门救治。

花盛器收集、集中处理；

●控险

——清点人员、车辆及器材；

——用干砂土、煤灰等围堵

—— 撤除警戒，做好移交，安全撤离。

或导流，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

●警示

或危险源流散；

——易燃液体泄漏，一切处置行动自始至

——将泄漏的液态化学品引
入应急水池，防止污染水环境；
——外围设置水幕或屏封

诚挚感谢所有为这次演练付出辛劳的领导、工作人员、参演人员，谢谢你们！

终必须严防引发爆炸；

The End

——严密监视液体流淌情况，防止灾情扩
大；

水枪，稀释、降解泄漏物蒸气浓

——注意风向变换，适时调整部署；

度（防止可燃液体化学品出现爆

——慎重发布灾情和相关新闻。

YunPhos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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