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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综合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以下简称首都机

场西航空净化站）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规范环境事件的应急管

理和应急响应，建立和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实现迅速、有序、高效和妥

善处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将突发环境事件对人员、财产和环境造成的损失降至

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保障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维护

周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本着“预防第一，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的原则，结合本水厂

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预案实施防治因组织不力或现场救护工作混乱延误事故

应急，最大限度的保护员工安全，防治环境污染。 

1.2 编制依据 

应急预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行业管理规定、技术规范

和标准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87 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31 号） 

（4） 《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5）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6）《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 

（7）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50844-2010） 

（8）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352 号） 

（9）《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GB16483-2008） 

（10）《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11）《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1525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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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13）《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 年版）》 

（1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2015 年 1 月版） 

（1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环办[2014]34 号） 

（16）《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17）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5]4

号） 

（18）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19）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13 年北京市环境应急管理重点工

作》的通知 

（20）《顺义区公共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区域内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

需要由企业负责处置或者参与处置的重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具体

包括：原辅材料、产品的储存、使用以及运输环节产生的环境危险生产过程中由

于长时间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造成水厂出水严重不达标的污染事故；

暴雨、高温、低寒、雷击等气象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对设备设施、构筑物破坏导

致污水超标排放环境危险等。 

1.4 事件分级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关分类和分级标准，按照突发事件严

重性和紧急程度，并结合本厂实际情况，本厂突发环境事件分为重大环境事件（Ⅰ

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Ⅱ级）。 

1.4.1 重大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环境事件： 

（1） 发生人员死亡、中毒(重伤)2 人以上； 

（2） 对大气、地表水或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 

（3）因危险化学品贮运中发生泄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污染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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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故（存在的隐患）对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一定威胁。 

1.4.2 一般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环境事件： 

（1）人员有轻微伤害的，如轻微灼伤、轻微中毒； 

（2）对大气、地表水或地下水造成一定污染。 

1.5 工作原则 

本厂在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时，应本着实事求

是、切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以人为本，保护环境 

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把保障厂区员工及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保

障预防、防治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厂界外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作为

本预案的主要目的，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和环境污染。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 

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事前预防与事后应急有机结合，

加强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本企业环境安全管理责任制，实行

由厂长负责，各部门、班组分级管理，协调作战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

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的作用。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 

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应急管理，使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5）依靠科技，提高素质 

加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

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依靠科学，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救援人员的作用，提

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重大次生、衍生事件；加

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全体员工应对各类环境污染事件的综合素质。 

（6）资源共享，协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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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单位及社会的应急救援力量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应对，有效防

范和控制突发环境事件。 

1.6 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和体系 

1.6.1 编制程序 

本预案编制严格参照应急预案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应急预案内容主要包括基

本情况调查、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预防和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演

习等，其编制程序见图 1-1： 

 

图 1-1 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图 

成立编制小组、选定负责人 

编制准备工作 

基本情况调查 环境风险辨识与分析 

编制应急预案 

预案评审与发布 

预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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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应急预案体系说明 

（1）内部应急预案说明 

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我厂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

函（2014）119 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指

导性文件，以及有关行业管理规定、技术规范和标准编制而成。 

本应急预案体系是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工作基础上，并结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等企业内部相关预案，通过全面系统识别分析本站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安

全隐患，明确主要事件、次生衍生事件和相关保障工作范畴，确定应急预案体系

的构成，确保应急预案全面覆盖主要风险和重点区域。 

根据本中心应急预案的侧重内容和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复杂程度，企业

内部主要编制了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是针对可能

污染的环境要素类型分类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如进出水质异常应急预案等。专项

应急预案针对性强，是综合应急预案的细化和补充。现场处置预案是针对危险性

较大的重点岗位或物质制定的应急预案，包括危险性分析、应急处置和注意事项

等内容。 

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内部环境应急预案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首都
机场
西航
空净
化站
突发
环境
事件
应急
预案

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极端天气应急预案

消防应急预案

停电现场处置应急预案

进出水异常应急预案

化学危险品泄漏现场处置
应急预案

有限空间事故现场处置应
急预案

 

图 1-2 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内部应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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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应急预案说明 

《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针对北京市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

件制定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预案；此预案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因违法排污

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以及由其他突发事件引发的、且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灾害、

应由环保部门牵头处置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是针对北京市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突发大气环

境污染事件，主要内容包括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善

后工作、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 

《顺义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主要用于指导预防和处置发生在顺义

辖区内，或发生在其他地区，需要由顺义区参与处置的各类突发事件。 

本净化站与顺义区环保局、顺义区安监局、顺义区公安消防支队等部门之间

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在这些外部单位介入净化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时，各应

急组织单位将无条件听从调配，并按照要求和能力配置应急救援人员、队伍、装

备、物资等，提供应急所需的用品，与外部相关部门共享区域应急资源，提高共

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北京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

北京市空气重污

染应急预案

顺义区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

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
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

顺义区其他企业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图 1-3 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外部应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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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概况 

2.1 企业基本情况 

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坐落于北京顺义区，厂区具体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

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 2 号，设计处理能力为日处理污水 2.00 万立方米，负责

处理来源于 T1、T2 航站楼，工作区、生活区以及周边商业区域，生产、生活污

水。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自 1999 年 11 月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污水处理设备运

转良好，日平均处理污水量为 1.84 万立方米。该项目采用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

厂区主体工艺采用 A/O 处理工艺，经处理后的污水水质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

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890-2012），最终排入温榆河。运行中产生的

污泥通过好氧消化、浓缩、脱水，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理。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

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城市水环境，对治理污染，保护当地流域水质和生态平衡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改善顺义区的投资环境，实现顺义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表 2-1 水厂基本情况表 

1 单位名称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

站) 

2 组织机构代码 71092540-3 

3 法人代表 刘雪松 

4 单位所在地 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 2号 

5 中心经度 116° 

6 中心纬度 40° 

7 所属行业类别 水处理 

8 建厂年月 1979年 

9 最新改扩建年月 1999年 

10 主要联系方式 010-64590851 

11 企业规模 2万立方米/天 

12 厂区面积 55亩 

13 从业人数等 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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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气沉砂池 初沉池 缓冲池 

污水 

厌氧池 
曝气 

池 

三 

二沉池 微絮凝过滤池 

清水池 

达标排放 

反

冲

洗 

次氯酸钠

除磷 

好氧消化池 贮泥 A 池 污泥压缩 贮泥 B 池 污泥脱水 泥 饼

外运 

剩余污泥排

放 

污泥回流 

泵房 

补充污泥 

剩余污泥 
粗、细格栅 

计量槽 

提升泵 

絮凝剂 PAC 

硫酸铝 

2.2 工艺流程 

 

 

 

 

 

 

图 2-1 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工艺流程图 

各流程简介： 

① 污水首先经过粗格栅和细格栅将其中较大的固体垃圾拦截下来，集中收集

外运。 

② 提升泵主要作用是将污水提升到一定高度后，在以后的处理流程中实现重

力自流。 

③ 污水进水量的计量采用巴氏计量槽，通过流量计采集数据输送到中空室。 

④ 曝气沉砂池采用微曝气使污水当中的油通过气浮作用形成浮油收集清捞

外运，同时大颗粒的沙砾沉入池底通过吸砂泵排出系统外运。 

⑤ 初沉池主要可去除污水当中 50%左右的固体悬浮物，以及通过从二沉池回

流的活性污泥的吸附作用去除 20%左右的可生化降解的有机物。 

⑥ 缓冲池主要作用是对来水进行水质及水量的缓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击

作用。 

⑦ 厌氧池的作用是在厌氧的条件下培养出用于去除污水中磷的菌种，去除污

水当中的磷。 

⑧ 曝气池是整个污水处理的核心部分，在这个池子里通过向污水中曝气，提

供氧气培养出富含微生物及菌胶团的活性污泥，进行污水的脱氮和去除

BOD 及 COD 的作用。通过前端的预处理及本段的活性污泥生化作用，可

将污水当中 85%以上的污染物质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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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二沉池的作用主要是将曝气池中的活性污泥和污水的混合物进行静沉，活

性污泥沉到池底通过吸泥泵抽吸打回到初沉池、厌氧池和曝气池进行补

充，一部分增殖出来的多余的污泥也从初沉池排出到好氧消化池再经污泥

压缩和脱水形成泥饼外运消纳处理。 

⑩ 与污泥分离出来的上清液再投加化学药剂后被输送到微絮凝过滤池，进一

步去除二沉池出水中的悬浮物，提高除磷效果。清水打到清水池后排出污

水厂经明渠至温榆河。 

2.3 企业污染防治情况 

污水处理厂是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的环保工程，但工程运行又会产生二次污

染，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分析如下： 

2.2.1 废水 

污水处理厂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少量办公生活区污水。工程生产废水主要

来自冲洗污泥脱水机的冲洗废水，污染物主要为 CODCr、SS 和 BOD5。该废水

通过厂内污水管道系统汇入厂区粗格栅前集水池，与城市污水一并进入污水处理

系统进行处理，最终达标排放。根据统计，经城市管网收集的污水到达我厂后，

经处理均达标排放至温榆河。 

2.2.2 废气 

污水处理工艺过程会产生恶臭气体，如细格栅、氧化沟、厌氧池、污泥脱水

等，厌氧微生物在分解有机物过程产生硫化氢、甲硫醇，污泥堆放产生的硫化氢、

硫化甲基等，对于产生臭气最多的格栅渣、堆泥实行及时压干清运，同时经绿化

带吸收、扩散、稀释，达到综合处理目标。 

2.2.3 固体废物 

净化站产生固废包括格栅截流的垃圾、污水生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污

泥。 

表 2-2 水厂工程固体废物情况 

固废种类 主要成份 废物类别 年产量 处置措施 

生活垃圾 
塑料、玻璃、生活杂物

等 

一般固废Ⅰ

类 
180t 

外运卫生填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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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 活性污泥 
一般固废Ⅰ

类 
8000t 北京水泥厂 

 

2.4 风险源情况 

2.4.1 风险物质 

本中心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药剂主要有：絮凝剂、硫酸铝、次氯酸钠、

齿轮油、调和漆、废齿轮油、卡福化油剂等，具体化学药剂及制备的消毒剂的储

存情况见下表。 

表 2-3 化学药剂储存情况 

项

目 
危险品 用途 

储存

位置 

包装规

格 

单次最

大存放

量 

危险源辨识 

化

学

药

剂 

硫酸铝 
脱磷除

氮 
药间 

25 千克/

袋 
10 吨 

未列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名录 

次氯酸钠 
滤池消

毒 
库房 1 立方桶 1 吨 

未列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名录 

絮凝剂

PAC 

脱水药

剂 

脱水

机房 

25 千克/

袋 
2 吨 

未列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名录 

齿轮油 
生产设

备用 
库房 

18.9 升/

桶 

400 千

克 

临界量 2500t。不构成重大危险

源 

调和漆 
刷生产

设备 
库房 

14 千克/

桶 

180 千

克 

未列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名录 

卡福化油

剂 

疏通管

道 
库房 

22 千克/

桶 
2 吨 

未列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名录 

 

2.4.2 风险物质性质 

表 2-4 各种风险物质的性质 

名称 硫酸铝 

理化特性 
分子式为 Al2(SO4)3，分子量 342.20，熔点 770（分解），溶于水，不溶

于乙醇等。 

燃烧爆炸性 本品不燃，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硫化物烟气。 

毒性毒理 
对眼睛、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误服大量硫酸铝对口腔和胃产生刺

激作用。 

贮运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氧化剂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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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救援措施 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 

 

名称 次氯酸钠 

理化特性 

分子式为 NaClO，微黄色溶液，有似氯气的气味，密度为 1.10，沸点

为 102.2℃，不稳定，见光分解，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有致敏

性。 

燃烧爆炸性 本品不燃 

毒性毒理 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和盐酸反应可能发生中毒现象 

贮运注意事项 

及救援措施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

与酸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

收容材料。泄漏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

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

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应采用雾状水、二

氧化碳、砂土灭火。 

 

名称 絮凝剂 PAC 

理化特性 
分子式：Al2Cl(OH)5 ；相对分子量：174.45 ；CAS 号：1327-41-9；

熔点：190(253kPa)  

燃烧爆炸性 / 

毒性毒理 具腐蚀性 

贮运注意事项 

及救援措施 

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相对湿度保

持在 75％以下。包装必须密封，切勿受潮。应与易（可）燃物、碱类、

醇类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久存，以免变质。储区应备有合适

的材料收容泄漏物。铁路运输时应严格按照铁道部《危险货物运输规

则》中的危险货物配装表进行配装。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碱类、

醇类、食用化学品等混装混运。运输时运输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

设备。运输途中应防曝晒、雨淋，防高温 

 

名称 调和漆 

理化特性 主要成分油料、有机溶剂、固化剂等 

燃烧爆炸性 易燃 

毒性毒理 / 

贮运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间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闭。灭火禁用

名称 齿轮油 

理化特性 
油状液体，密度小于 1，高度提炼的矿物油和添加剂组成混合物。闪点

76℃，引燃温度 248℃。 

燃烧爆炸性 本品可燃，具刺激性 

毒性毒理 急性吸入可出现乏力、头晕头痛。 

贮运注意事项 

及救援措施 
储存于阴凉、通风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与氧化剂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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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救援措施 水珠。 

 

名称 卡福化油剂 

理化特性 混合物，化学成分有表面活性剂、螯合剂、增溶剂等 

燃烧爆炸性 非易燃易爆 

毒性毒理 对眼睛、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误服对口腔和胃产生刺激作用。 

贮运注意事

项 

及救援措施 

存储于干燥地点，保持容器密闭，垂直放置，避免高温及阳光直射。 

 

2.4.3 危险源辨识 

根据净化站生产状况、产污排污情况、污染物危险程度、周围环境状况及环

境保护目标要求，本预案对可能存在的环境危险源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确

定有以下 3 类，分别是：原辅材料、产品的储存、使用以及运输环节产生的环境

危险；生产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导致污水超标排

放环境危险；暴雨、高温、低寒、雷击等气象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对设备设施、

构筑物破坏导致的环境危险。 

1) 储存、使用及运输环节存在的环境危险性分析 

本中心的化学药剂和制备的消毒剂中有多项危险化学品，存在着腐蚀、中毒、

火灾爆炸等危险因素，在储存、使用及运输过程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或操

作不当，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环境危害，造成环境事件。 

根据目前本中心的生产、储存及运输现状，分析如下： 

（1） 硫酸铝储存中的环境危险性分析：本品不燃，具刺激性，储存于药间，

对眼睛、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密闭储存，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硫化

物烟气。 

（2） 次氯酸钠储存中的环境危险性分析：次氯酸钠储存在库房间。次氯酸钠

化学性质不稳定，见光分解，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有致敏性，

不燃，不存在火灾爆炸等风险，当由于特殊情况发生泄露，进入污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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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不产生相应的环境危害。 

（3） 聚合氯化铝储存中的环境危险性分析：聚合氯化铝不燃，对皮肤、粘膜

有刺激左右，吸入高浓度可引起支气管炎，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

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易溶于水、醇、氯仿、四氯化碳，忌与易

燃或可燃物、碱类、水、醇类存放。 

（4） 齿轮油、调和漆储存中的环境危险性分析：齿轮油、调和漆急性吸入可

出现乏力、头痛、恶心，慢性接触，可引起神经衰弱综合证，本品可燃，

具有刺激性，单独密闭存放库房，数量较少，环境危害性较小。 

（5） 卡福化油剂储存中的环境危险性分析：化油剂对眼睛、皮肤造成非常轻

微的刺激，吸入对人体无害，安定性稳定，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聚合反

应，非危化品，不燃，净化站存储干燥地点，容器密封，对环境危害性

较小。 

2) 生产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导致污水超标

排放 

净化站是城市重要的基础公用设施，该项目排入温榆河，净化站运行过程中

突发事故会导致处理效率下降或无法工作，使大量污水下泄，对地表水环境造成

影响。根据净化站生产工艺分析，废水处理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危险和危害主要有

以下几种。 

（1）长时间进水水质水量超标造成的环境危险 

污水排水干网破裂、进水水质水量超标对污水厂工艺形成冲击，引起微生物

死亡，在通水恢复后，细菌无法及时恢复，导致污水处理厂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达

到设计处理效率，从而造成污水超标排放。 

（2）计划停电及临时停电造成的环境危险 

区域计划停电或临时停电导致污水处理厂设备停止运行，尤其长时间停产事

故，泵机无法运行，污水在池内满溢后直接排放，导致污水超标排放。 

（3）污水处理厂发生设备管道故障造成的环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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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污水处理厂设备发生故障或设备大修而无备用设备，或备用设备无法

启用，将导致进厂污水得不到处理从而引起超标排放，处理水池管道渗漏、堵塞

也会引起污水超标排放的环境风险。 

3) 自然灾害引发的环境危险性分析 

（1）暴雨 

暴雨对污水处理厂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是水量增加，影响处理工艺，另一

方面是雨量增加，可能淹没配电房和风机房，导致系统崩溃，污水处理厂停运。 

（2）高温、严寒 

酷暑高温条件下工作，可能会因工人中暑，造成操作失误，从而引起危险化

学品泄漏或爆炸；低气温可能导致室外设备设施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及液

料输送泵、输送管线故障、冻损破裂，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泄漏，污染厂区及周

边环境；过高气温还可能导致设备设施突发故障，从而使工艺过程中断溢。 

2.5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 

水厂所在区域为平原区，周边的环境保护主要目标为厂区及周边受水污染、

废气污染的河流、公路、农田及居民点等。 

表 2-4 环境风险受体 

序号 保护目标 方位 距离 

1 
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燃气分公司管网运

行站 
W 55m 

2 首都机场动力能源焚烧站 S 100m 

3 天竺家园 E 598m 

4 北京蓝天苑门诊部 E 632m 

5 西平里 NE 828m 

6 正杰口腔(南竺园店) E 849m 

7 南竺园一区 E 906m 

8 蓝天苑居住小区 E 1000m 

9 温莎双语幼儿园 W 1000m 

10 蓝海苑 E 1100m 

11 首都国际机场第三幼儿园 E 1100m 

12 燕翔西里 NE 1100m 

13 安真医院 N 1200m 

14 朝阳区首都机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NE 1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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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平里小区 E 1200m 

16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W 1200m 

17 首都国际机场第一幼儿园 NE 1200m 

18 机场南路西里 NE 1300m 

19 首都国际机场第二幼儿园 NE 1300m 

20 丽京花园 W 1300m 

21 丽斯花园 W 1400m 

22 温榆河 SW 1400m 

23 首都机场第二小学 NE 1400m 

24 东平里 NE 1500m 

25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 NE 1600m 

26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NE 1600m 

27 国家会计学院 NW 1700m 

28 新科小学 N 1800m 

29 eduwings kindergarten NW 1800m 

30 新科幼儿园 N 1800m 

31 天竺中心小学 N 2000m 

32 希望家园 NW 2000m 

33 The British School of Beijing NW 2100m 

34 新世纪荣和儿科门诊部 NW 2100m 

35 天竺中小翠竹校区 NW 2200m 

36 天竺幼儿园 N 2200m 

37 顺义区天竺镇卫生院 NW 2400m 

38 天竺花园 NW 2500m 

39 顺义区天竺中学 N 2500m 

40 北京市朝阳区苇沟小学 SW 2500m 

41 北京市顺义区岗山学校 E 2500m 

42 北京电子城职业技术学校 NW 2500m 

43 翠竹新村一区 NW 2500m 

44 财富城堡 W 2600m 

45 国航大学 NE 2700m 

46 北京卢安医院 W 3000m 

47 机场急救中心 NE 3200m 

48 康营小区 W 3200m 

49 水木兰亭花园 NW 3200m 

50 澳际国际学校 SE 3300m 

51 裕达隆小学 NW 3900m 

52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实验学校康营分校 W 4000m 

53 金盏嘉园 SW 4200m 

54 樱花园一区 SE 4200m 

55 裕京花园别墅 NW 4300m 

56 北京市金盏学校 SW 4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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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半壁店小学 SE 4400m 

58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医院 SW 4400m 

59 金盏嘉园(C 区) SW 4500m 

60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校区 S 4600m 

61 北京蒙台梭利国际学校 W 48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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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组织与指挥 

3.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本水厂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常设机构为应急办公室，对突发环境事

件的预防、处置、救援等进行统一指挥协调，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现场应急

指挥部。应急指挥部、应急办公室、通信联络组、应急监测组、警戒疏散组、现

场处置组、后勤保障组、善后处理组构成水厂应急工作机构，具体体系构成见图

3-1。各部门组成人员见附件 5。 

应急指挥部

应急办公室

警戒
疏散

组

现场
处置

组

后勤
保障

组

善后
处理

组

·

通信
联络

组

应急
监测

组

 

图 3-1 应急组织体系图 

3.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表 3-1 应急组织人员及职责 

机

构 
姓名 职务 

应急

职责 
主要职责 

应

急

指

挥

部 

王胜利 站长 
总指

挥 

审定并签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审定并签发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方案并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的演练；下达预警和预警解除指令，应急预案启动

和终止指令；负责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负责人

员、资源、应急队伍的调动，防止事态扩大，降低事故

损失，保证环境安全；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信

息，必要时做出扩大应急的决定，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各

种救援、救灾指令；负责事故后恢复生产的领导工作；

配合主管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故调查处理，总结经

验教训。 

赵鹏飞 书记 
副总

指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8 

 

邱春昱 
副站

长 

指挥部替岗说明：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副总指挥行使

总指挥职责，副总指挥不在现场时由被授权的应急指挥

中心其他成员履行总指挥职责。 

应

急

办

公

室 

贾宝义 
工人

技师 
组长 

负责组织制定、修订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负

责评估企业应急能力，划分专业救援应急小组，落实应

急救援人员；制定应急物资的保障计划，负责配备必要

的应急保障物资、装备设施；负责督查应急保障物资、

装备设施，确保完好状态，做好各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

防措施和应急处置的准备工作；负责应急预案的日常管

理工作，负责本企业的应急值班，负责填写突发环境事

件报告单；负责企业内部应急救援培训，制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应急演练方案，组织本企业的应急演练和

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应急演练；负责与外部有关部门应

急救援的协调、信息交流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上报、通报工作，负责对外新闻发布工作；建立并管理

应急救援的信息资料、档案，及时更新企业内外部相关

部门应急单位通信联络信息。 

贺涵琨 

助理

工程

师 

组员 

通

信

联

络

组 

张宝军 班长 组长 

承担与当地区域或各职能管理部门的应急指挥机构的

联系工作，及时将事故发生情况及最新进展向有关部门

汇报，并将上级指挥机构的命令及时向应急指挥小组汇

报；编制新闻发布方案，决定新闻发布内容，负责新闻

发布，接受记者采访，管理采访的记者；收集、跟踪舆

论，及时向上级或有关部门汇报、通报情况；以各种方

式，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引导

舆论。 

应

急

监

测

组 

贾宝义 
工人

技师 
组长 

对事故发展情况及对周边环境影响的监测，对事故污染

物去向进行跟踪监视。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应急指挥

部。 
孙新霞 

化验

员 
组员 

纪雪莲 
化验

员 

现

场

处

置

组 

李岩松 
工人

技师 
组长 接到报警后，根据事故性质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迅速

奔赴现场；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指令，迅速抢修设备、设

施，控制事故，以防事态扩大；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污染

物范围，进行围堵；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

液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负责向上级救援力量提

供污染物污染特性，防护方法，禁忌注意事项。 
尚文勇 班长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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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外部指挥与协调 

由张宝军负责对外联络，建立与北京市环保局、顺义区安监局、顺义区公安

消防支队之间的应急联动机制，配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

处置工作，统筹配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队伍、装备和物资，共享区域应急资源，

提高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警

戒

疏

散

组 

张宝利 班长 组长 

发生事件后，警戒疏散组根据事件情景配戴好防护用

品，迅速奔赴现场；根据事件影响范围，设置禁区，布

置岗哨，加强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禁区；接到报警

后，封闭厂区大门，维护厂区道路交通程序，引导外来

救援力量进入事件发生点；到事件发生区域封路，指挥

抢救车辆行驶路线。 

后

勤

保

障

组 

郭震 班长 组长 

接到报警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准备抢险救援物质及

设备等工具；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供给、保障和调运工

作。根据生产部门、事故装置查明事故部位管线、法兰、

阀门、设备等型号及几何尺寸，对照库存储备，及时准

确地提供备件；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部门联系，

调剂物资、工程器具等。接到报警后，必要时立即采取

措施中断一般外线电话，确保事故处理外线畅通，应急

指挥部处理事故所用电话迅速、准备无误；负责通信系

统的抢险和恢复工作，负责应急小组及突发事件现场通

信工具的分配，确保企业应急小组及指挥系统内部各组

之间通讯畅通，实现信息的双向交流；发放通讯设备，

保障通讯设备设施畅通。 

善

后

处

理

组 

贾宝义 班长 组长 

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含油

废水、消防废水、危险废弃物等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对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事故进行环境修

复处置工作；负责事故现场恢复工作，组织抢修人员对

现场危险设施、损坏设备进行排险抢修，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负责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的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

抚工作。负责设备、设施、周围建筑物损坏后的善后处

理、损失评估、保险理赔等工作；负责事故调查处理工

作，对事件发生责任人、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处理，

并向应急指挥部递交事故调查报告；配合政府主管部门

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http://www.baidu.com/link?url=XiV3H6TmnbIZ3QZUnr4gCwDqChiaXrV-iSpPJvC7WG11CpcjbJtnaszHbDPWLgAi&wd=&eqid=c007e4e8000077500000000356274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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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外部救援 

事故发生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在自身救援条件受限，无力控

制事故现场时，应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求援，由政府部门来协调政府救援力量。

外部救援相关各方联系方式见附件 5。 

3.5 社会救援报警电话 

消防报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电话：120 

公安报警电话：110 

北京市顺义安监局电话：010-69443437 

顺义区环保局电话：010-61400259 

顺义区水务局办公室：010-69427050/1/2 

首都国际机场医院：010-645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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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防与预警 

4.1 预防 

为保证企业的安全生产，针对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风险源，在事故未发生前

预先发现隐患或事故发生时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防患于未然，本水厂还配有化学实

验室对进水水质进行定时检测。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污水处理操作规范、事故报告

制度、设施运行操作规程与注意事项等一系列预防管理体系文件，并组织全员进

行培训学习。具体的预防管理措施体系文件及其实施情况见表 4-1。 

表 4-1 预防管理措施体系文件 

序号 预防管理措施体系文件 发布日期 

1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2 化验室药品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3 培训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4 仓库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5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6 外包业务管理规定 发布并实施 

7 有限空间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8 天车安全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9 管道疏通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10 技术检修安全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11 化验室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12 污泥处理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13 工艺运行巡视操作规程 发布并实施 

厂区监控设施一栏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作用 

1 流量计 进水明渠 
计量进水流量及累计水

量 

2 水质监测系统 进水在线检测间 
监测进水流量、PH、COD、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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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量计 出水明渠 
计量出水流量及累计水

量 

4 水质监测系统 出水在线监测间 
监测出水流量、PH、COD、

氨氮 

9 1＃摄像头 格栅 监控运行情况 

10 2＃摄像头 进水泵房 监控运行情况 

11 3＃摄像头 初沉池 监控运行情况 

    12 4＃摄像头 办公楼 监控运行情况 

    13 5＃摄像头 办公楼 监控运行情况 

14 6＃摄像头 检修班 监控运行情况 

15 7＃摄像头 脱水机房 监控运行情况 

16 8＃摄像头 脱氮除磷间 监控运行情况 

17 9＃摄像头 厌氧池 监控运行情况 

18 10#摄像头 鼓风机房 监控运行情况 

19 11#摄像头 二沉池 监控运行情况 

20 12#摄像头 好氧消化池 监控运行情况 

 

4.2 预警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原则，为加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的风险目标进行监控，针对存在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本水厂建立了应急监

控系统，对重要设备的运行状况、重点区域的人员活动情况进行了适时监控。 

由本水厂每年组织一次全厂范围的环境风险识别和评估，分析有可能发生的

突发性环境事件，根据水厂应急能力，对重点排污口和风险项目安排预防性例行

监测。另外结合污染源调查、环境风险排查、日常环保运行管理、环保专项现场

检查等环节，收集、汇总、整理、分析，开展风险评估，并提出环境事件预防性

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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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预警条件 

建立预警制度，根据实际情况的严重程度、可控范围、可控能力，设置预警

级别，明确发布预警信息的条件、程序、内容要求和责任人。明确根据事态的进

展情况，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的条件和责任人。 

根据厂区的实际情况，本净化站在关键岗位、重点工段或可能影响环境风险

受体方向的厂界处设置了监控和预警装置，实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快速、及时、

准确地收集和报送，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和辅助。本净化站在以下几个

方面条件来设置发布预警： 

（1） 气象、国土等部门发布有极端天气发生或地质灾害预警时； 

（2） 环境风险防控设施或污染处理设施出现异常，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 

（3） 通过对主要工段和生产系统各环节监控，发现生产指标、参数及状态

等偏离正常值时； 

（4） 被监控物质或污染物的浓度（量）等指标超过预警系统设置阈值时； 

（5）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可能次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 

（6） 其他认为需要设置预警的情况。 

4.2.2 预警分级 

本中心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发

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确定企业厂区范围内的预警等级，等级按照由低到高可分

为一级和二级，依次采用红色和蓝色加以表示，一级为最高级别。根据事态的发

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当遇到突发环境事件时，

应逐级上报，由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环境事件预警。预警级别应根据事故的发展

进行调整。 

(1) 一级预警 

① 北京市政府发出台风、地震、暴雨等红色预报，可能引起本净化站次生

环境灾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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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邻单位发生安全和环境事故的情况下，可能引起本净化站次生环境污

染事故的情况； 

③ 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及运输环节发生火灾、爆炸，本净化站的应急力

量不能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④ 生产过程中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导致污水超标排放，本中

心区的应急力量不能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⑤ 自然灾害如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造成雨量增加，淹没配电房和

风机房，导致系统崩溃，污水处理系统停运或高温严寒天气导致设备设

施突发故障，输送管线破裂等，造成危险化学品泄露或溢出，污染厂区

及周边环境，本净化站的应急力量不能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2) 二级预警 

① 北京市政府发出台风、地震、暴雨等蓝色预报，可能引起本净化站次生

环境灾害的情况； 

② 相邻单位发生安全和环境事故的情况下，可能引起本净化站次生环境污

染事故的情况； 

③ 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及运输环节发生局部火灾，本净化站的应急力量

能够及时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④ 生产过程中停水、停电、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导致污水超标排放，本净

化站的应急力量能够及时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⑤ 自然灾害如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造成雨量增加，淹没配电房和

风机房，导致系统崩溃，污水处理系统停运或高温严寒天气导致设备设

施突发故障，输送管线破裂等，造成危险化学品泄露或溢出，污染厂区

及周边环境，本净化站的应急力量能够及时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 

4.2.3 预警程序 

当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能够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

大时，必须要按照本应急预案执行。进入预警状态后，水厂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

案，转移、撤离、疏散和安置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各应急预案救援小组进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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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状态，封闭受到危害的场所，调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保障应

急救援，根据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及时上报给当

地政府相关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各部门应当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事故发生后首先按照指挥部的命令通过电话、警铃或

广播通知全厂人员，根据危险等级由对应的部门发布相应的预警通知； 

（3）抢险组及应急救援队伍应立即进入应急状态，现场负责人及监测人员

根据事故变化动态和发展，监测结果，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报告危险情况； 

（4）根据需要采取设置的措施疏散、撤离或转移者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

并进行妥善安置； 

（5）在事故发生一定范围内根据需要迅速设立危险警示牌（或设置隔离带），

禁止与事故无关人员进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6）及时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确保应急物资材料供应保障工作。 

4.2.4 预警解除 

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发布响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

岗位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附近可能受到

危害的毗邻或相关车间通报。指挥中心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

布，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立即宣布解除警报、

终止预警并解除已采取的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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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处置 

5.1 应急响应 

5.1.1 应急分级响应机制 

由于企业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等级与实际危害程度有关，事初时难以确定事

件等级，因此结合自身情况，根据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和企业对事件的可控能力，建立了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机制。不同

的应急响应级别对应的指挥权限、应急响应措施不同。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分级标准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应根据预

警级别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即二级预警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一级预警启动

一级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一级应急响应： 

1、重大自然灾害，北京市政府发出台风、地震、暴雨等预报，可能引起污

水处理设施遭到破坏，引发环境次生灾害； 

2、市政污水进水水质、水量远大于污水厂设计处理能力，导致污水处理设

施生化系统崩溃，无法接纳和处理市政污水； 

3、设备、设施严重故障，发生火灾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4、生火灾、爆炸，自身的应急力量不能对事故进行控制的情况下； 

5、区域大面积、长时间停电，污水处理设施无法运行和维护，导致污水处

理系统崩溃。 

二级应急响应： 

1、进厂水量、水质在处理范围之内波动，出水水质个别指标波动，及时调

整工艺参数可恢复正常运行； 

2、短时间内停电； 

3、部分污水处理设施或局部工段无法正常运行，影响污水厂的接纳能力，

无法确保污水正常达标排放； 

4、发生火灾和少量泄漏，在极短时间内可处置控制，事故限制在水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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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级别的环境事件，不同的预警级别，企业进行不同应急救援响应，

制定不同的应急措施，并采取不同级别的汇报工作。企业环境事件应急流程如下

图所示： 

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处置办公室应急处置办公室

上报顺义区环保

局、安监局

上报顺义区环保

局、安监局 应急启动应急启动

企业自救企业自救

救援行动救援行动

应急抢险应急抢险

医疗救护医疗救护

应急消防应急消防

物资保障物资保障

技术保障技术保障

信息收集信息收集

事态是否及时控制事态是否及时控制申请救援申请救援

应急恢复应急恢复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现场治安现场治安外部力量外部力量

扩大应急扩大应急

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控制现场清理现场清理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善后处理善后处理

事故调查事故调查 总结上报总结上报

应急改进应急改进

应急结束应急结束

事态严重事态严重

 

图 5-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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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Ⅰ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 

厂外级环境事件是对企业的生产和人员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和威胁，影响到周

围环境和人员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需要动用

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进行应急处置的环境事件。当发生重大环境事件时，企

业内部应急力量予以先期处置，并由应急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请求顺义区环保、消

防、公安、和医疗等相关力量协助。待外部应急力量到达现场后，与企业内部应

急力量共同处置事故。具体应急响应程序如下： 

（1）启动厂外级应急响应程序，企业内部应急力量予以先期处置（参照二

级应急响应），控制事故危险源，以及进行人员疏散和转移，同时开展抢险救援，

防止扩大事故范围和事故程度。 

（2）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顺义区环保局、安监局、消防支队等政府部门及

上级主管部门。 

5.1.3Ⅱ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 

厂区内生产装置/车间或部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由于其对周边环境造成的

危害较小，视为一般环境事件。当事件发生后，由现场操作人员组织救援力量展

开救援，同时上报应急指挥中心；事故后立即清理并恢复现场，并进行事故原因

调查和总结。 

当生产和人员安全造成较大危害和威胁，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和环境破坏，事故控制及其对生产、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依靠车间内自身

力量不能控制时，需要厂部或相关方面救援力量进行应急处置。当发生较大环境

事件时，原则上由企业内部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处置，应急指挥中心视事件趋势变

化请求顺义区环保、消防、公安和医疗等相关力量协助，协助进行应急监测以及

事故处置。具体应急相应措施如下： 

（1） 启动厂区应急响应程序，控制并消除事故危险源，同时进行人员疏散与转

移； 

（2） 事故上报顺义区环保局、安监局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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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况严重时可联系顺义区环保局，并视事故态势变化联系消防、公安和医

疗等相关力量协助； 

（4） 事故后现场恢复和清理； 

（5） 事故原因调查、事故总结、事故信息最终报告顺义区环保局、安监局； 

（6） 针对事故原因，进行生产、储存环节改进，加强事故预防，并对应急预案

进行改进完善，提高应急效率。 

5.2 信息报告和通报 

5.2.1 内部接警与上报 

本厂实行 24 小时工作值班，随时做好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准备，各相

关部门应急值班人员或现场有关人员在发现事件发生后，拨打净化站内电话：

010-64590851。 

值班室接警后，立即通知有关主管领导及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对可能造

成周边环境污染事件的，报告至应急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情况，按

照逐级上报机制，酌情报告至应急指挥部。同时按照预警等级执行相应的应急响

应程序，按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级别的救援小组进行处理抢修。二级由厂内各应急

小组在应急指挥中心的指挥下对事故进行处理；一级响应由应急指挥部配合外部

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报告时可按以下内容进行汇报： 

（1） 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可能的原因； 

（2） 人员伤亡情况； 

（3） 涉及的生产装置、储运系统和主要设备情况； 

（4） 有无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泄漏量及影响范围； 

（5） 现场气象状况； 

（6） 周边居民分布状况及疏散情况； 

（7） 应急人员及器材器具到位情况； 

（8） 拟采取应急处理措施或已采取应急处理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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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无污染扩大或引起二次污染可能； 

（10） 救援请求。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要求准确，一时不能取得比较全面信息的，应把握现场有

无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是否发生外围环境污染、是否开始实施防止污染和污染扩

大的措施等。 

5.2.2 对外信息报告与通报 

当发生外部突发环境事件时，针对事件的性质和发生程度，本厂由张宝军作

为企业信息报告责任人向顺义区环保局和安监局报告事件情况，报告信息可参照

企业内部上报方式和内容进行报告，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向事

发地主管环保部门报告，向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单位、区域及人员通报。 

5.3 应急处置 

本净化站针对具体设备/装置、生产工段、储运系统等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类型，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进行情景模拟与假设，

分别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对所涉及应急人员预先做出具体安排，并制定了消防应

急预案、进出水异常应急预案。本厂针对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要点如下： 

（1） 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有序地开展受伤人员的现场抢救或安全转移，

组织相关人员安全撤离，尽最大可能降低人员伤亡； 

（2） 封锁事件现场。根据现场情况，迅速确定事件现场保护区，撤离非

应急处理人员，封闭现场，并设立明显警戒标志。严禁一切的无关人员、车辆和

物品进入事件危险区域，开辟应急处理专业人员、车辆及物资进出的安全通道，

维持事件现场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 

（3） 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关闭阀门、停止作业，改变工艺、物料流程、局

部停车、打循环或减压降量运行等生产调整措施； 

（4）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进行堵漏

和设备应急处置，切断或控制污染物产生； 

（5） 采取措施进行物料回收和污染物拦截控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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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迅速展开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包括对相关保护目标的监测； 

（7） 清理事件现场，消除危害后果，防止次生污染发生。针对事件对人

体、空气、水体、土壤等所造成现实的和可能的危害，迅速采取技术措施进行事

件后处理，防止污染危害的蔓延； 

（8） 视事件影响程度，适时向公众发出警报和紧急公告，告知事件性质、

对健康影响、自我保护措施、注意事项等； 

（9） 做好环境事件善后处理和社会稳定工作； 

（10） 积极组织配合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做好事件调查和处理工作。 

5.4 应急监测 

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将对周围的环境空气质量、水质量和敏感点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保证环境应急处理措施得当、有效，必须对事件后果进行及

时监测。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本净化站会尽快组织监测人员赶赴事故现场，根据危

害程度及时疏散无关人群，由专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确定

监测方案（包括监测布点、频次、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等），及时开展针对环境

污染事故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的仪

器对污染物质种类，污染物质浓度和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做出判断，以便

对事故能及时、正确的进行处理。必要时，请顺义区环境监测站赴现场布点监测，

本净化站积极配合顺义环保监测站开展监测工作。 

5.5 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5.5.1 救援人员防护、监护措施 

救援人员实施抢险时，抢险人员要站在上风处，服从总指挥统一指挥。到现

场抢险时不能一人到现场，需两人以上方可进入现场；进入现场前首先要检查防

护用品的有效性，然后穿戴好防护用品方可进入现场；进入后，要随时保持与现

场指挥保持联系，以便及时实施救援。根据应急响应级别划分二级防护级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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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标准见表 5-1。 

表 5-1 防护标准示例 

级别 形式 防护装备 防护面具 

一级 全身 
全棉防静电的内外衣、

防酸碱手套、胶靴 
防毒面具 

二级 呼吸 全棉工作服 口罩、毛巾等防护器材 

5.5.2 急救资源 

现场救治应根据受害人的具体情况，污染物的化学性质，采取针对性的安全

救治措施，当超出现场救治能力时，联系后勤救援组，必须尽快联系就近医院救

治。 

医疗救护小组电话： 

消防报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电话：120 

公安报警电话：110  

顺义国际机场医院：010-64591120 

5.5.3 现场救护基本程序 

企业现场救治人员需掌握相关的常用急救措施，并灵活运用。 

（1） 急救原则：先救命，后疗伤； 

（2） 急救步骤：止血、包扎、固定、救运。 

根据现场受伤人员情况，现场急救可采取的急救初步措施分为以下几方面： 

（1） 初步检查病人神志、呼吸、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并随时观察其变化，

5 分钟观察一次； 

（2） 保持病人的正确体位，切勿随便推动、搬运病人，以免加重病情；昏迷发

生呕吐病人头侧向一边；脑外伤、昏迷病人不要抱着头乱晃；高空坠落伤

者，不要随便搬头抱脚移动；哮喘发作或发生呼吸困难，病人取半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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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持病人呼吸通畅，已昏迷的病人，应将呕吐物、分泌物掏取出来或头偏

向一侧顺位引流出来。 

（4） 病人发生呼吸道异物阻塞，运用腹部冲击法等急救手法，使异物排出。 

腹部冲击法：适用于清醒的成人和儿童。抢救者站于病人身后，双手穿过其

腰部，一手握拳，拇指侧朝向病人腹部，置于脐与剑突连线的中点。另一手抓住

握拳手，使用快速向上的力量冲击病人腹部。应反复冲击直至异物排出或病人转

为昏迷每一次冲击应单独、有力地进行，以促使异物排出。注意应置于腹部正中

位置进行冲击，勿偏左或偏右，避免放于剑突或肋弓上。 

（5） 心跳呼吸停止，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术，即人工呼吸和体外心脏按压。如患

者是因危险化学品中毒，则不可采取口对口人工呼吸，可采用仰卧压胸式

人工呼吸法。 

1） 口对口人工呼吸： 

①病人取仰卧位，即胸腹朝天； 

②首先清理患者呼吸道，保持呼吸道清洁； 

③使患者头部尽量后仰，以保持呼吸道畅通； 

④救护人站在其头部的一侧，自己深吸一口气，对着伤病人的口（两嘴要对

紧不要漏气）将气吹入，造成吸气．为使空气不从鼻孔漏出，此时可用一手将其

鼻孔捏住，然后救护人嘴离开，将捏住的鼻孔放开，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帮助

呼气．这样反复进行，每分钟进行 14--16 次。 

2） 仰卧压胸式人工呼吸法： 

① 病人取仰卧位，背部可稍加垫，使胸部凸起； 

② 救护人屈膝跪地于病人大腿两旁，把双手分别放于乳房下面（相当于第

六七对肋骨处），大拇指向内，靠近胸骨下端，其余四指向外，放于胸廓

肋骨之上； 

③ 救护人俯身向前，慢慢用力向下压缩，用力的方向是向下、稍向前推压，

当救护人的肩膀与病人肩膀将成一直线时，不再用力，在这个向下、向

前推压的过程中，即将肺内的空气压出，形成呼气，然后慢慢放松回身，

使外界空气进入肺内，形成吸气； 

http://baike.baidu.com/view/15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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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反复有节律地进行，每分钟 14~16 次。 

5.5.4 企业医疗救助 

当突发环境事件中出现人员受伤等严重问题时，应及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

在应急指挥中心的指导下，由后勤救援组妥善安排好应急车辆的保障工作，抢救

伤员；当问题严重时应及时联系请求外部医疗机构救援，引导救护车辆及医务人

员进入指定地点。 

5.6 配合有关部门应急响应 

当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升级为厂外级时，由本厂应急指挥中心与顺义区环保

局、顺义区安监局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联络，积极配合应急预案工作的开展，警

戒疏散、应急处置、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通信联络、消防灭火等应急小组积极

配合应急指挥中心工作调配，力保控制突发环境事件事态发展，尽量避免次生灾

害发生，将危害和损失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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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 

6.1 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 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 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经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 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续发可能； 

（4） 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经无继续的必要； 

（5） 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再次免受危害，并使事件可能

引起的中长期影响控制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6.2 应急终止程序 

当本厂突发环境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后，灾害性冲击已消除，不可能发生次生

事件，社会负面影响消减，进入恢复阶段时，进入应急终止程序。 

（1） 环境应急小组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遵循“谁启动、

谁结束”原则，经环境应急领导小组批准，由现场抢险队向应急总指

挥报告终止抢险； 

（2） 应急总指挥宣布厂级应急结束，生产管理部向环境应急小组下达应急

终止命令； 

（3） 通信联络队通知周边环境相关单位及人员此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危险

已解除； 

（4） 应急状态终止后，环境监测组根据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

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5） 事后善后组并同生产管理部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中长

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

建议。 

6.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事故现场保护 

事故得到控制后，善后工作人员要保护好事故现场，以便对事故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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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急抢救人员、疏导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当做出标记，绘制

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纪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并应采取拍照或录像

等直接方式反映现场原状。 

（2）事故现场清理和恢复 

① 注意现场恢复的过程中的潜在危险，如余烬复燃，受损建筑倒塌等情况； 

② 确认现场污染物排放达标，有毒有害物质含量不超标，环境污染隐患已

消除，清点人员、车辆及器材； 

③ 清理事故现场，防止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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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期处置 

7.1 善后处置 

本厂在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应急终止后对现场污染物进行后续处理，由后勤保

障组、抢险抢修组、警戒疏散组、应急监测组和事后善后组联合开展工作，对应

急仪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恢复企业设备（施）的正常运转，并进行撤点、撤

离和交接程序，逐步恢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提出应急终止后进行受灾人员的安置工作及损失赔偿等善后工作内容如下： 

（1） 由环境监测组进行污染物的跟踪监测，直至环境恢复正常或达标，

污染物处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时请环保部门进行处理； 

（2） 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污染事件中长期影响进行评估，提出补偿和对

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 

（3） 应建立工伤保险机制，及时社会保险局取得联系。为应急人员办理

意外伤害保险。 

7.2 评估与总结 

（1） 厂内各级应急小组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或行动，防止发生次生、衍生

事件； 

（2） 应急领导小组应当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对受

影响的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组织受影响部门尽快恢复生产； 

（3） 事后善后组负责对应急过程中消耗、使用的应急物资、器材进行补

充，使其重新处于应急备用状态； 

（4） 后勤救援组和事后善后组负责受伤人员的救治和抚恤，财务配合申

报财产保险理赔； 

（5） 事后善后组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调查事件原因和责任人，总结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并制定改进措施； 

（6） 必要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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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保障 

8.1 人力资源保障 

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或外聘专家，对应急预案的演练、应急处置管理

工作进行指导，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加强应急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

应急队伍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整合企业现有应急资源，建立区域联动协调机制，

提高装备水平；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签订互助协议，提供应急期间的医疗卫

生、治安保卫、交通维护和运输等应急救援力量的保障；加强广大员工应急能力

建设，鼓励义务志愿者参与应急工作。 

8.2 财力保障 

每年划拨专门的应急专项经费，用于应急预案的演练、应急物资装备的采购

及应急状态时的应急经费。应急费用应专款专用，确保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的及

时到位，做好受伤人员的救治和抚恤和补偿工作。 

8.3 装备物资保障 

本厂各车间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装备物资如下： 

表 8-1 厂内应急物资 

序号 
应急 

物资 
数量 

有效

期 
存放位置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铁锹 20 把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2 麻袋 100 条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3 
DN100

水龙带 
100 米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4 
DN150

水龙带 
100 米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5 
6 寸潜

水泵 
2 台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6 
4 寸潜

水泵 
2 台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7 沙袋 100 袋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8 
220V 电

缆盘 
1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9 
380V 电

缆盘 
1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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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20V 发

电机 
1 台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11 发电车 1 辆 长期 车库 尚文勇 13521781691 

12 8#铅丝 20KG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13 应急灯 2 个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14 
汽油水

泵 
1 台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15 
DN65消

防带 
100 米 长期 物资室 尚文勇 13521781691 

16 消防瓶 113 个 长期 / 尚文勇 13521781691 

表 8-2 应急装备 

序号 应急装备 数量 有效期 
存放位置 

1 防毒面具 4 长期 库房 

2 
防爆照明灯（安全帽

用） 
2 长期 

库房 

3 耳罩 2 长期 库房 

4 耐酸防护服 2 长期 库房 

5 皮衩 5 长期 库房 

6 反光背心 5 长期 库房 

7 安全带 5 长期 库房 

8 
酸性气体滤毒盒+滤

棉塑胶盖（套） 
4 长期 

库房 

9 呼吸器 1 长期 库房 

10 安全帽 5 长期 库房 

11 焊接护目镜 1 长期 库房 

12 焊接护目镜面罩 1 长期 库房 

13 焊工鞋套 1 长期 库房 

14 焊接防护服 1 长期 库房 

15 气体检测仪 1 长期 库房 

表 8-3 主要设备厂家联系表 

序号 主要设备厂家 联系人 电话 保障方式 

1 
宜兴华都琥珀环保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 0510-7894474 电话通知后到场 

2 
南京南蓝环保设备制造公

司 
李有华 13641238328 电话通知后到场 

3 
上海东方泵业制造有限公

司 
— 021-56021188 电话通知后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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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宜兴市第二冷作机械厂 — 0510-7571155 电话通知后到场 

5 
北京科利华生环保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徐义环 87673871 电话通知后到场 

6 
海斯特（青岛）泵业有限公

司 
韩炳兆 64678822转 1101 电话通知后到场 

7 北京奋发自动化技术公司 夏明 13801306546 电话通知后到场 

8 
香港城市设备顾问有限公

司 
龚臣 0755-82156644 电话通知后到场 

9 北京环科环保技术公司 刘苏 13801289304 电话通知后到场 

 

8.4 交通运输保障 

本厂具有较完善的交通运输车辆与人员，应急状况下均可参与救援。 

表 8-4 应急车辆表 

序号 车辆名称 车牌 作用 保管人 

1 伐克多疏通车 民航 AA0617 管道疏通、吸污 周德增 

2 东风中型专业作业车 京 G26084 吸污 周德增 

3 江铃双排客货车 京 PHS823 
运输疏通工具、防汛

器材 
周德增 

4 皮卡车 京 PM3Q66 管线巡视 周德增 

 

8.5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救护组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医疗卫生保障，根据现场人员伤亡情况，

准备应急药品、器材；并联系、协调各医院组织医疗救护队实施医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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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信息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并将信息表制成卡片，方便随身携带。有关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小组、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5。值班人员认真坚守

岗位，不得擅自离岗、脱岗，主要负责人手机须保持 24 小时开通。 

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北京市顺义区环保局、顺义区安监局、顺义区消防

队、顺义区公安巡警和急救中心及其他相邻企业。 

8.7 科学技术保障 

建立环境安全预警系统，组建专家组，确保在启动预警前、事件发生后相关

环境专家能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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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督管理 

9.1 宣教培训 

9.1.1 宣教培训内容 

为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救援能力，本净化站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和各

应急小组成员应认真学习本预案内容，明确在救援现场所担负的责任；对周边群

众应告知危险物质的危害及避险方法。 

应急培训主要内容： 

① 如何识别危险； 

② 如何启动紧急警报系统； 

③ 危险物质泄漏控制措施； 

④ 初期火灾灭火方法； 

⑤ 各种应急使用方法及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常识； 

⑥ 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 

⑦ 如何安全疏散人群等。 

9.1.2 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根据本水厂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班、上

课、讲座、发放宣传资料以及黑板报、公告栏、墙报等，使教育培训落到实处。 

9.1.3 培训要求 

① 针对性：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及承担的应急职责，不同人

员不同职责； 

② 周期性：培训的时间相对短，但有一定的周期，一般至少半年进行一次； 

③ 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培训； 

④ 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活动。 

具体要求： 

① 各应急小组人员应明确各自在应急行动中的任务和行动措施；熟知净化

站危险品的特性及一般处理方法；熟知安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和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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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关人员应及时知道应急抢救救援预案和实施程序修正和变动情况； 

③ 全体员工熟知水厂危险目标位置，熟知紧急事件的报警方法和报警程序；

懂得在紧急情况发生后，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采取有效的逃生方法； 

④ 水厂突发环境应急事件涉及到周边单位和居民时，由事后善后组做好宣

传教育和告知等工作，使外部人员知道危险化学品的特性，急救的方式，

疏散逃生的方式。 

9.2 预案演练 

应急演练是检验、评价和保持应急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可在事故真正发

生前完善预案和程序的缺陷；发现应急资源的不足（包括人力和设备等）；改善

各应急部门、机构、人员之间的协调；增强公众对突发重大事故救援的信心和应

急意识；提高应急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岗位与职责；

提高各级预案之间的协调性；提高整体应急反应能力。为了保证本预案的可行性

和适用性，净化站组织预案演练。 

9.2.1 演练形式和频次 

（1）本水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应急办公室组织实施，以各应急小组

之间以及相关的外部应急组织之间相互协调进行的演练与厂级预案全部或部分

功能的综合演练，演练频次每年至少一次。 

（2）积极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联动演练。 

9.2.2 演练计划和实施 

预案演练由水厂应急办公室负责组织。预案演练应确定演练目的、分析演练

需求，确定演练范围，安排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日程计划，编制演练经费预算，明

确演练经费筹措渠道。编制人员演练计划书和方案，按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 

（1）演练准备 

① 成立演练的组织机构，确定参加应急演练的部门及人员。 

② 演练前制定好应急演练计划和演练方案，确定演练场所，贮备好演练所

需各种器材物资、防护器材，确保演练顺利进行；依据演练事故大小，

分级响应预案，按照演练方案逐步开展演练。 

③ 演练前应通知周边社区、企业人员，必要时与新闻媒体沟通，以避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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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必要的影响。 

（2）演练实施 

① 在综合应急演练前，演练组织单位或策划人员可按照演练方案或脚本组

织桌面演练或合成预演，熟悉演练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 

② 确认演练所需的工具、设备、设施、技术资料以及参演人员到位。对应

急演练安全保障方案以及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确认，确保安全保障方案

可行，所有设备、设施完好。 

③ 应急演练总指挥下达演练开始指令后，参演单位和人员按照设定的事故

情景，实施相应的应急响应行动，直至完成全部演练工作。演练实施过

程中出现特殊或意外情况，演练总指挥可决定中止演练。 

④ 演练实施过程中，安排专门人员采用文字、照片和音像等手段记录演练

过程。 

⑤ 演练评估人员根据演练事故情景设计以及具体分工，在演练现场实施过

程中展开演练评估工作，记录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收集演练评估

需要的各种信息和资料。 

⑥ 演练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参演人员按预定方案集中进行现场讲评或者

有序疏散。 

9.2.3 演练评估与总结 

预案演练要全过程记录演练过程，在全面分析演练记录及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对比参演人员表现与演练目标要求，对演练活动及其组织过程做出客观评价，

并编写演练评估报告。 

在演练结束后，演根据演练记录、演练评估报告、应急预案、现场总结等材

料，对演练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并形成演练总结报告。 

演练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演练目的、事件和地点、参演单位、演练方案概

要、发现的问题与原因、经验和教训，以及改进有关工作的建议等。 

9.2.4 成功运用与文件归档备案 

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包括修改完善应急预

案、有针对性的加强应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对应急物资装备有计划地更新等，

并建立改进任务表，按归档时间对改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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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练结束后应将演练计划、演练方案、演练评估报告、演练总结报告等资

料归谁保管。 

对于由上级有关部门布置或参与组织的演练，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备

案的演练，应当将相应资料报有关部门备案。 

9.3 责任与奖惩 

（1） 奖励 

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部门和个人，依据

水厂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① 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② 防止或抢救事件灾难有功，使公私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③ 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④ 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2） 责任追究 

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

水厂规章制度，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况和危害后果，由应急指挥中心给予行政处

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应急指挥部提交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① 不按照规定制定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② 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件灾难真实情况的。 

③ 拒不执行安全生产事件灾难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

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④ 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⑤ 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⑥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⑦ 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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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则 

10.1 名词术语 

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

意外因素的影响或部可以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

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

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

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

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应急响应：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泄漏处理：泄漏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物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有毒气

体等污染源因事件发生泄漏时所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泄漏处理要及时、得当，

避免重大事件的发生。泄漏处理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量部分。 

应急监测：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与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

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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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演练：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

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 

10.2 修订情况 

本突发事件环境应急预案是我水厂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贯彻

落实环境保护部<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一版。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

出现新问题的情况，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并同时进行评审，及时修订完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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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持续改进。 

10.3 预案解释与实施 

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首都机场西航空净化站负责制定和解释，该预案自

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48 

 

第二部分 专项应急预案 

（一）进出水异常专项应急预案 

1 风险分析 

进水异常会直接影响污水处理工艺，而污水处理工艺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操

作疏忽或受到外部冲击都可能造成污水超标排放，造成较大的环境影响。出水异

常直接引起污水超标排放，对受纳水体以及周边的环境都会造成较大影响。 

2 应急组织 

 

 

 

 

 

 

 

 

 

 

 

 

 

 

 

3 应急处置程序 

3.1 应急响应分级  

事故类型 

响应级别 
突发进出水异常环境事件 

一级 
进水水量、水质长时间超标，设备、工艺问题出水水质超标，

超出厂区控制能力的情形 

指挥中心      

净化站站领导   

应急小组   

结果反馈    

净化站站值班   

现场应急抢险   

外部资源      

现场应急指挥 

水电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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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进水水量、水质出现波动，出水水质短时超标，通过厂部力

量能够控制的情形 

3.2 处置程序 

值班人员如果发现进出水异常，应迅速作出判断取各段水样，做好日期及时

间的标注。值班人员将情况迅速打电话汇报至站领导和技术组，并在部门负责人

的指挥下进行相应的先期处置工作。站领导接报后，立即通知应急组员，在 15

分钟内须赶至现场，启动应急预案，并电话通知水电分公司经理。应急组员赶至

现场后听从站领导安排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4 处置措施 

4.1 进水水量异常处置措施 

① 发现水量超标，则技术人员须安排运行人员调小格栅前总进水阀门，并

上报领导，随时观察水泵运行。 

② 当开启 3 台进水泵时仍无法有效降低进水液位，则须开启厂外溢流闸，

直至进水量平稳正常， 

③ 密切关注污水处理运行工艺运行，必要时进行适当调节。 

④ 如进水量长时间超过处理能力，需及时报告环保局、市政管理部门。 

4.2 进水水质异常处置措施 

① 值班人员发现进水异常后，及时同步取样、拍摄影像取证。 

② 观察取样的异常程度，较轻微的可调小总进水阀门限制进水，严重的立

即停止进水。 

③ 跟踪出现异常进水水质化验指标，如监测证实超标严重，立即通知值班

厂领导，并发超标函。 

④ 根据超标程度调整工艺，增加曝气池内的曝气量，加大污泥回流量，增

加初沉池排泥量，开启厂外溢流闸。 

⑤ 污水运行班人员加强工艺巡视，及时掌握设备运行情况和工艺运行情况，

并听从站领导和技术组的工作安排及时进行相应的设备和阀门操作。 

⑥ 监测人员要加强进出水处取样分析，增加取样频次。 

⑦ 污泥运行班增加污泥处理系统的运行时间，增加出泥量，将有害物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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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排出活性污泥系统（必要时）。 

⑧ 检修人员现场待命，随时进行抢修必要的设备故障问题。 

4.3 出水异常处置措施 

① 立即上报：现场发现人员立即向事故所在当班负责人报告，当班负责人

根据出水严重程度在 5分钟内向污水处理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由应急

指挥长决定是否启动二级响应，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决定是否上报政府

相关部门。 

② 现场处置：需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调整曝气池内的曝气量，调整二沉

池进水量，调整污泥内、外回流量，调整初沉池排泥量，根据安排增加

或减少出泥量，保证污水、污泥处理工艺正常运行。对于设备运行问题，

积极组织力量维修，同时，根据大修时间的长短及事故池、管网情况确

定能否容纳大修期间入场的污水，如若不能则及时通知环保部门，提高

排入污水处理厂企业的排放标准，确保达标排放。 

③ 环境监测人员迅速赶到事故现场监测出水水质情况，并详细记录好监测

数据，以备应急领导小组参考，同时检测曝气池溶解氧、污泥浓度、沉

降比等参数，为技术组的工艺调整提供数据依据。。 

④ 事故排除后，环境监测人员持续监测出水环境状况，机械设备抢修人员

负责对设备进行全面的维修保养，确保环境与设备全部安全后方可恢复

生产；善后处理队负责进行事故原因调查和全面的设备安全检查，询问

事故发现人有关情况，包括电力设备运行情况、故障部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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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端天气专项应急预案 

1 风险分析 

汛期为降雨多发期，而净化站处在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短时间的大量降水

会出现厂区被淹的风险；污水管线短时间无法输送大量的雨污水而造成管网拥

堵；冬季严寒天气，污水站可能出现结冰而影响净化站运行效果。最终造成机场

地区污水无法正常处理，污水直排污染周边环境；污水管网拥堵会造成飞行控制

区、工作区以及生活区被淹影响各种生产活动。 

2 应急组织机构 

 

 

3 处置程序 

如发生重大防汛险情时，值班人员应迅速作出判断，将情况迅速打电话汇报

至站领导；同时还须将汛情的基本情况、影响范围、发展趋势报告清楚。站领导

接报后，立即通知应急组员，在 15 分钟内须赶至现场，启动应急预案，并电话

通知水电分公司经理。应急组员赶至现场后听从站领导安排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指挥中心      

净化站站领导   

应急小组   

结果反馈    

净化站站值班   

现场应急抢险   

外部资源      

现场应急指挥 

水电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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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处置措施 

4.1 暴雨、洪水、雷雨大风等应急处置 

遇暴雨、洪水、雷雨、大风等可能出现较大灾害时要及时掌握情况，研究对

策，指挥防汛抗灾抢险工作，尽可能地减少灾害损失，并做好信息报送和处理工

作，及时汇总情况，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报告。 

① 值班人员根据下雨情况及时调节进水量，防止水量过大对工艺造成冲击；

发生暴雨时，值班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开启溢流闸，关闭进水格栅前总闸

门，防止污水雨水淹没设备设施，并向站领导及指挥中心汇报。 

② 应急组员在净化站地势低洼处，如进水泵房、管廊、化学除磷滤池间等

处放置好足够的沙袋，防止雨水进入车间。 

③ 管道疏通人员准备好车辆以及疏通工具随时待命处理外管网故障问题。 

④ 化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汛期的工艺运行方案；适时有效地发布预

警信息。 

⑤ 加强各进出泵、反应池进出水闸门和变配电所等关键设备和部位的巡视

和监控，做好设备运转状况记录；发现故障和其它异常情况及时报送设

备部门或通知防汛领导小组。加强现场巡视，特别是构筑物，以防大风

天气高空坠物。外出巡视，必须两人一组，注意防滑。 

⑥ 降雨结束后，站领导立即组织人员对站内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和清理。

如发生设施水毁现象，应及时上报水电分公司经理并组织修复；同时安

排管道疏通人员对外管网进行全面的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种问题，

如无法解决则及时上报水电分公司经理协调解决。 

4.2 冰冻、降雪等恶劣天气  

① 检查存在冻害可能的设备设施，注意各水管的防冻处理，对裸露在外的

管路包裹好保温材料，对于不能及时处理的隐患和设备缺陷，立即上报

应急领导小组； 

② 在冬季生化池出现全部封冻时及时进行破冰，保持不封冻水面； 

③ 对格栅输送器，启动前应认真检查是否结冰，运行中应及时清理输送器

内积水，防止结冰； 

④ 保证在线监测室正常运行，以免冻坏仪器或影响仪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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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发生冻害事故后，立即上报应急指挥部，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具

抢险方案。 

出现灾害后，应急指挥部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当地政府批准，

对重点地区和部位实施紧急控制，必要时可通过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突发事件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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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专项应急预案 

1 风险分析 

火灾发生后容易造成人员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设备设施受损，引起次生环境

污染事故。根据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的原因和条件分析，可能造成发生火灾、爆

炸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分别为： 

（1）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爆炸事故：违反操作规程、违章安装电气设备、

违章使用明火作业、检修现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等。 

（2）客观因素引发的火灾、爆炸事故：雷击、设备、管材质量问题等因素

引发的火灾和爆炸事故。 

2 应急组织 

 

3 应急处置程序 

3.1 应急响应分级：  

事故类型 

响应级别 
突发进出水异常环境事件 

一级 
引发的火灾或爆炸以及次生环境污染事故超出厂区控制能力

的情形 

指挥中心 

净化站站领导 

应急小组 

结果反馈 

净化站站值班 

现场应急抢险 

外部资源 

现场应急指挥 

水电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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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引发的火灾或爆炸以及次生环境污染事故通过厂部力量能够

控制的情形 

3.2 处置程序 

当现场相关人员发现火灾或爆炸，应立即向班组负责人进行报告，在负责人

的指挥下进行相应的先期处置工作。 

班组负责人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现场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同时

向净化站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同时还须将火情的基本情况、影响范围、发展趋势

报告清楚。应急指挥中心根据事故情况指派相关人员到现场指导处置工作，电话

通知水电分公司经理。并通知公司各应急小组做好应急准备。 

4 处置措施 

4.1 抢险救援 

运行值班人员或其他人员发现厂区出现火情，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

可能迅速采取灭火措施，将火情扑灭，或自己无法确定能否控制火势时，立即电

话报告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以及应急组员赶到现场后立即进入救援，站领导须指挥救援和人

员物资疏散，应急组员听从安排使用灭火器、水枪、沙袋等灭火设备协助救援。 

应急组员一方面要及时切断附近电源电源（如果可行），另一方面取最近的

灭火器及时进行扑救；如果现场有人员需要救治则须先救人，后灭火。 

如果火场内有受伤人员，应急组员应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对火

场内的受伤人员实施紧急救援和疏散引导；对火场内的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援

时，应佩戴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等防护用品，同时穿上防火隔热服或将身上的

衣服打湿；如果应急组员无法确定能否顺利救出火场中的受伤人员，不能贸然施

救，立即拨打机场火警 64563333或 119火警电话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实施救援。 

灭火时须对周围的未燃烧物资进行隔离、清除、转移。 

对火灾实施扑救过程中，如果火势变大，无法及时扑灭，应急组员应立即撤

出火场，立即拨打机场火警 64563333 或 119 火警电话报警，等待消防专业人员

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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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医疗救护 

在火灾事故中如果有人员被烟熏火烧导致受伤时，应急组员应将被救出的人

员立即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去除受伤人员身上被烧焦的衣服等. 

如果被救人员意识清醒，呼吸比较正常，应急组员须及时对其进行检查，发

现局部烧伤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涂药包扎；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等待 120

急救车或安排送医院进行救治。 

如果被救人员意识模糊，呼吸较弱，甚至出现心脏停跳的情况，应立即实施

紧急救护措施，直至受伤人员苏醒；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等待 120 急救车或

安排送医院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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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现场处置预案 

（一）危险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置预案 

1 风险分析 

本厂所涉及主要危险化学品主要有：次氯酸钠、卡福化油剂、硫酸铝、絮凝

剂、齿轮油、调和漆等，可能发生此类化学品溢出、泄露等事故。危险化学品泄

露至土壤或地表水/地下水，引发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2 应急工作职责 

现场工作人员职责：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做好先期堵漏处置工作。 

现场负责人职责：组织现场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机动调配应急小组抢险救援。 

3 应急处置 

3.1 处置程序 

当现场相关人员发现危险化学泄露时,现场发现者应迅速作出判断将情况迅

速打电话汇报至站领导；同时还须将泄漏部位、泄漏物性状、泄漏量以及人员伤

亡情况等报告清楚。站领导接报后，立即通知应急组员，在 15 分钟内须赶至现

场，启动应急预案，并电话通知水电分公司经理；应急组员赶至现场后听从站领

导安排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3.2 处置措施 

(1)抢险救援 

① 应急组员听从站领导的安排迅速进行人员抢救。现场救治方法：皮肤接

触：立即脱去污染衣着，用肥皂水及大量清水彻底冲洗皮肤。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min，立即送往医

院救治。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

及心脏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术，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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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急组员组织无关人员向远离泄漏物方向疏散撤离。 

（2）进入泄漏现场处理 

① 应急组员需配备必要的防护器具。 

② 如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物则应严禁一切火种，切断电源，设置警戒线。 

③ 如泄漏物是有毒有害的，应使用专用防护服、隔绝式空气呼吸器，设置

警戒线。 

④ 采取防止火灾爆炸措施，若泄漏引发了火灾则立即进行灭火扑救。 

（3）泄漏源控制 

迅速找到泄漏点，在泄漏源周边使用沙子等封堵物阻止泄漏物泄漏，关闭阀

门、隔离泄漏物盛装容器等措施控制泄漏源。 

（4）泄漏物处理 

① 稀释和覆盖。用湿布或沙子覆盖外泄物，抑制其泄漏。 

② 收容。使用吸附材料和中和材料吸收和中和，并收集到密闭容器中，妥

善保管。 

③ 废弃。将收集的泄漏物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弃物的处理法规处置。 

4 注意事项 

① 应急处置时佩戴好相应的防护用具等； 

② 危险区设好警戒线，并挂好标示牌。无操作权限的人员不得乱动现场设

备； 

③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时注意检查防护用品合格，且在有效检验期内；正确

佩戴使用正压式呼吸器、防化服、防酸防碱手套、绝缘靴等安全防护用具； 

④ 现场自救和互救时不熟悉现场情况和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不得盲目进入

危险区域；进入事故现场要注意脚下沟，坎、坑、洞等影响安全的因素。现

场应急处置人员出现身体不适时，应立即退出现场。 

⑤ 实施应急处置和救援时，应安排 2 人以上，相互监护，保证人员安全。

一旦发现可能危害人员安全新情况时，应立即退出，重新制定可行方案。 

⑥ 处置结束后应做好机械、电气、仪表各方面的检查和人员清点等工作，

做好各管道、法兰无泄漏情况方面的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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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空间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1 风险分析 

在生产、管理和维修的过程中，由于有限空间本身具有进出口受限制、密闭

狭窄、通风不良、潮湿等特点，其作业环境易出现缺氧和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中毒，

在有限空间环境下作业是危险的。可能发于前处理清洗池、污水池等。 

2 应急工作职责 

现场工作人员职责：发现异常情况，做好落水人员的先期急救处置工作，及

时汇报。 

现场负责人职责：组织现场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机动调配应急小组抢险救援。 

3 应急处置 

3.1 应急程序 

在有限空间作业时作业人员突然发生中毒或窒息性事故时，事故现场最早发

现的人员应迅速电话报告站领导，同时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不可盲目施救；

站领导接报后，立即通知应急组员，在 15 分钟内须赶至现场，启动应急预案，

并电话通知水电分公司经理；应急组员赶至现场后听从站领导安排采取应急处理

措施。 

3.2 处置措施： 

（1）抢险救援 

① 现场人员迅速电话报告站领导的同时根据现场环境情况，如果现场本有通

风设备未开的情况下，在救援实施之前先打开通风设备采取必要的通风措

施；如果没有，应采取必要的人工通风措施； 

② 如果确认有有毒气体存在的情况下，应使用气体检测仪进行有毒气体浓度

和含氧量的检测； 

③ 参与抢险救援的应急组员首先应做好自身的防护，比如佩戴好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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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防毒面具（过滤式防毒面具只能在空气中有毒气体浓渡<2％，氧气浓

度>18％的情况下使用），系上安全绳，然后带上救援工具如救援绳索、给

氧呼吸器等； 

④ 应急组员进入事故现场，首先要使受害者者尽快脱离中毒或窒息环境，转

到地面上或通风良好的地方，然后实施紧急抢救，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⑤ 受害者如果一时难以救出,应先给其戴上防护面具或给氧器,以防进一步

中毒或窒息程度加深,在确认能力和条件有限不足以施救的情况下，应立

即拨打 119急救电话，等待消防专业人员到场急救； 

⑥ 应急组员进入事故现场救援过程中，若感到头晕、眼花、心慌、呼吸困难

等症状，应立即返回或给监护配合人员信息、信号，以免导致救援人员发

生中毒或窒息；使用空气呼吸器、佩戴防毒面具，应严格计算时间。 

（2）医疗急救 

将被救出的人员立即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松开衣领、内衣和腰带

等，此时应注意保暖；根据现场情况，确认中毒窒息者的中毒窒息原因，根据原

因采取不同救护措施。 

（1）沼气窒息性中毒的现场急救：中毒、窒息人员被救出后应先清洗面部，

掏出嘴里污物，并抱住昏迷者的胸部，让头部下垂，把肚内污物吐出，再进行抢

救，进行抢救并注意保暖；已停止呼吸的情况，应做人工呼吸；如果心跳停止，

应作胸外心脏按摩和口对口呼吸，同时立即送医院进行抢救或等待 120急救车； 

（2）硫化氢中毒的现场抢救：对被救人员做人工呼吸，人工呼吸短时间不

见效果，也不宜轻易放弃，粘膜证状明显的患者可用生理盐水或大量清水冲洗眼

睛和鼻咽；对昏迷的患者应立即送医院进行抢救或等待 120急救车； 

（3）氯气中毒的现场抢救：被救人员应保持卧位，头部偏向一侧，注意保

暖、吸氧；对于呼吸困难者、心脏聚停者可给予心脏挤压，同时立即送医院进行

抢救或等待 120急救车； 

（4）氨气中毒的现场抢救：脱去被污染的衣裤，用水彻底冲洗污染处及双

眼，吸氧、静卧、保持安静；对于出现肺水肿、呼吸困难或呼吸停止的患者，应

进行人工呼吸，同时立即送医院进行抢救或等待 120急救车； 

对于无法确定何种原因导致的中毒、窒息，应进行心脏挤压急救，同时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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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医院进行抢救或等待 120急救车； 

对于中毒窒息症状比较轻，经紧急抢救后人员意识清醒，呼吸比较正常，应

急组员应及时安排休息等待 120急救车或安排送医院进行救治。 

4 注意事项 

① 佩戴呼吸器者，一旦感到呼吸不适时，迅速撤离现场，呼吸新鲜空气，同时

检查呼吸器问题及时更换合格呼吸器。  

② 充分自用救援器材，不得冒险蛮干。  

③ 对所有中毒、窒息事故休克者，不管情况如何，都必须从发现开始持续进行

心肺复苏抢救。  

④ 作业过程保持连续监测，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标时，立即撤离所有作业人员。 

⑤ 进行心肺复苏救治时，必须注意中毒、窒息者姿势的正确性，操作时不能用

力过大或频率过快。   

⑥ 进行人工呼吸前，施救者应注意首先清除中毒、窒息者口中的异物方可进行

下一步操作。 

⑦ 抢险过程中，有限空间内抢险人员与外面监护人员应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并确

定好联络信号，在抢险人员撤离前，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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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电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1 风险分析 

净化站停电，将会严重影响污水处理工艺的正常运行，运行设备可能由于突

然停电造成损毁，造成巨大的损失，突然停电可能对运行设备造成致命的损坏；

运行设备以及污水处理工艺停止运行，也会造成机场地区污水无法正常处理，污

水直排污染周边环境。 

2 应急工作职责 

现场工作人员职责：发现异常情况，做好落水人员的先期急救处置工作，及

时汇报。 

现场负责人职责：组织现场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并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报告。 

应急指挥中心：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机动调配应急小组抢险救援。 

3 应急处置 

（1）计划停电事故应急预案 

得知停电计划后，负责人及时进行电力协调及现场考察，由单位负责人启动

应急响应。同时，及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一

级响应。 

具体的应急过程为：应急小组应保持停电信息与各污水泵站进行沟通，停电

前，开启排水设备将管道内污水降至最低水平，以充分利用管网容积储水，送电

后，立即开启水泵，通知泵站进水，恢复生产，同时，根据停电时间的长短及事

故池、管网情况确定能够容纳停电期间入厂得污水，如不能，及时通知当地环保

部门，提高排水企业的排污标准，实现达标排放。 

（2）临时停电应采取以下措施 

现场发现人员立即向当班负责人报告，当班负责人根据停电维修严重程度和

波及范围在 5 分钟内向应急办公室报告。 

污水运行班人员根据现场情况迅速开启溢流闸，关闭进水格栅前总闸门，并

向站领导及指挥中心汇报。 

污水、污泥运行班人员都须按照设备操作规程将各工艺单元的运行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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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设置在“关（停止）”的位置。 

技术人员全面巡视检查运行设备，确保设备处在正常待命状态，并检查曝气

池和好氧池的曝气截门，安排运行人员关闭所有曝气截门，待鼓风机恢复供气后

开启进行相应的调节。 

检修人员全面排查配电系统，确认停电问题所在，如发现为高压配电系统故

障，则立即汇报站领导，由站领导上报水电分公司经理协调；如发现是低压配电

系统故障，则立即找出故障原因，迅速抢修解决，具备恢复供电条件时告知站领

导，由站领导安排运行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恢复个工艺单元运行设备。 

4 注意事项 

事故排除后，环境监测人员持续监测出水环境状况，机械设备抢修人员负

责对设备进行全面的维修保养，确保环境与设备全部安全后方可恢复生产；善后

处理队负责进行事故原因调查和全面的设备安全检查，询问事故发现人有关情

况，包括电力设备运行情况、故障部位等。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4 

 

附件 

附件 1 净化站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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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公司地理位置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西航空净化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6 

 

附件 3 净化站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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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疏散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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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应急组织联系方式 

 

 

 机构 姓名 应急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内

部

应

急 

应急指挥部 

王胜利 总指挥 13901177456 64590846 

赵鹏飞 

邱春昱 
副总指挥 

13717731852 

13488764478 

64590852 

64569502 

应急办公室 
贾宝义 组长 13686163700 64590851 

贺涵琨 组员 13718652177 64590851 

通信联络组 张宝军 组长 13671179423 64590851 

应急监测组 

贾宝义 组长 13686163700 64590851 

孙新霞 

纪雪莲 
组员 

13520156949 

13691382418 
64590851 

现场处置组 

李岩松 组长 13671127237 64571197 

尚文勇 组员 13621265442 64571197 

警戒疏散组 张宝利 组长 13716650829 64560539 

后勤保障组 郭震 组长 13901332208 64574743 

善后处理组 贾宝义 组长 13686163700 64590851 

外

部

应

急 

顺义区安监局 —— —— 010-69443437 —— 

顺义区环保局 —— —— 010-61400259 —— 

顺义区环境监

测站 
—— —— 010-69444834 —— 

顺义国际机场

医院 
—— —— 010-64591120 —— 

报警电话 —— —— 110 —— 

医疗求助 —— —— 120 —— 

火警电话 ——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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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垃圾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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