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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准 页 

    为建立健全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突发环境事

件的应急处臵机制，提高应急处臵能力，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

处臵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护

环境，建设安全健康的生产经营环境，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工程运行部环发[2015]4号）

以及《深圳市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细则》

（深人环［2012］107号）的，公司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相关技术

人员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本次编制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包括《综合应急预案》、《现场处臵方案》两方面

内容。本预案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经深圳市突发环境应急预案评

审专家评审通过，现予以颁布，即日生效。公司各部门应按本预案要

求，认真组织学习，同时做好预防事故的应急演习和应急准备工作。 

                       

批准人：          

                           二〇一七年三 月   日 

 

 

    



 

编写说明 

本次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是公司第二次编写，第

一次编制时间为 2013年 12月。 

本次环境应急预案编写是根据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以及《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等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和风险评估的编制、评

估。 

相对第一次编写，本次编写在以下内容上加以完善、修改和细

化： 

（1）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2）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 

（3）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 

（4）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演练； 

（5）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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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

臵机制，提高应急处臵能力，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臵突发环境事件，最

大限度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护环境，建设安全健康的生产经营环

境，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5.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12.1） 

（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 2014.113号，2014.12.29）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号主席令) 

（6）《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2011.5.1） 

（7）关于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粤环办

[2011]63号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591号） 

（9）《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工程运

行部环发[2015]4号） 

（10）《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7.1） 

（11）《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3.11.11） 

（12）《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技术评估指南（试行）》粤环办

{2011}143号 

（13）《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2014] 第 32 号 

（14）《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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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深圳市南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16）《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1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工程运行部令第 34 号），2015 年 4

月 16日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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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发[2015] 4号） 

（19）《深圳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深人环

[2015]202号）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工业废水、废气超标排放、火灾

次生环境污染、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等）的应急处臵。 

本预案不适用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1.4  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 

公司立足于环境事件的预防、预测、预控，通过向全体员工宣传普及预防

突发环境事件知识，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和技能，组织开展对消防、危险废物（危

险化学品）、废水处理等潜在风险源的辨识活动，认真落实相应的控制措施，降

低环境安全风险。 

2）以人为本 

在突发环境安全事件的预防、应急响应过程中，应始终把应急处臵人员、

职工、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 

3）快速响应 

公司承担环境应急工作职责的人员在接到突发事件的信息后，应按程序立

即实施应急响应，及时控制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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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属地管理 

公司所属各部门对本部门环境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响应负责，突发环境事件

时，所在部门应在第一时间进行先期处臵并报警求助。 

1.5.1 公司现况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肝素钠原料药，出口全球，客户包

括世界知名的跨国医药企业，如 Sanofi-Aventis，Fresenius Kabi，Novartis

等。 

海普瑞于 1998 年成立，2007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5 月 6日在深

交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海普瑞”，证券代码为“002399”。公司注册资本为

1,247,201,704元，总部位于环境优美的深圳市高新技术园。 

多年来，海普瑞在肝素钠产品研发生产的专业领域精耕细作，独创了世界领

先的肝素钠“杂质与组合分离技术”、“基团完整性保护和活性释放技术”等核心

工艺技术体系， 建立了符合我国药品 GMP规范以及美国和欧盟 cGMP 药品规范和

理念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公司不仅顺利通过了美国 FDA及欧盟 CEP的药政批准，

还是美国药典标准修订的主要参与者和标准提供者。 

海普瑞还先后承担了国家生物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

目、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等国家级科技项目，为我国肝素产业的技术进步、产

业升级、出口创汇能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先后取得“国家技术创新

优秀新产品奖 ”、“深圳经济特区 30年杰出贡献企业”、“深圳市优秀民营企业”、

“深圳市优强中小企业”、“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等荣誉，成为国家和深圳

市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生产总部位于深圳市高新区，厂区占地总面积 14331平方米，绿化

面积 3931.16平方米。员工人数 600多人，实行周工作 5天，管理人员每天工作

8小时，生产人员每天 2班或 3班，每班 8小时，年实际工作日 250 天。 

公司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海普瑞药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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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发证时间 
1998年 4月 21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营业执照号码 91440300279544901A 

联系电话 0755- 26980200 传真 0755- 26980183  邮政编码 518057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私有制□√ 

登记机关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

人 
李锂 企业负责人 朱晓东 联系电话 13826559022 

职工人数 600 
技术管理人

员 
30 

安全环保管 

理人员 

专职 5人 

废水处理站 3人 

业务范围 医药制造业——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生  产 

厂  房 

地  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21 号 
厂区占地面积

14331平方米 

建筑结构 砖混结构  

产  权 自有□    租赁□√    承包□ 

公司经纬度 
中心位置经度：113度 56分 09秒 

中心位置纬度：22度 33分 33秒 

 

2）公司的地理位臵及周边环境 

公司厂外四周的情况：公司大门设在北面，直通朗山路；南面为中国建筑研

发大楼和深圳贝特尔大厦，西面为庆邦电子和奥林巴斯公司，东面为清华源兴药

业公司，北面为华润怡宝食品饮料公司； 各建筑物安全距离符合要求。公司 500 

m 范围内没有重要公共设施。公司地理位臵见图 1，四至图见图 2，平面布臵图

见图 3 

http://www.changren.net/category/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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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地理位置 

  

图 2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四至图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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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平面布置图 

4）公司产品及主要危险化学品消耗 

年产品状况见表 2，危险化学品消耗情况见表 3。 

表 2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年产值产量表 

产品名称 单位 
数  量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注射级肝素钠 亿单位 79533.9 86732.21 79383.58 

工业产值 万元 195886 229030 226093 

纳税额 万元 1109.02 1752.25 1933.36 

 

表 3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化学品用量表  

序

号 
品种名称 最大贮存量(吨) 月使用量(吨) 贮存场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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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醇 15 5 
乙醇罐区 

 

1 个 50m
3、、

1 个 20m
3、2

个 10m
3和 2

个 6.5m
3 的

卧式乙醇罐 

2 盐酸 0.3 0.07 酸性仓库  

3 氢氧化钠 0.5 0.3 碱性仓库  

4 双氧水 0.2 0.3 仓库  

5 重铬酸钾 0.02 0.02 实验室  

5）主要设备 

表 4主要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家 数量 

配用功

率/kW 

设备

状况 

1 投料罐 Φ1900×2908 淄博太极工业搪瓷有限公司 1 4 良好 

2 沉淀罐 Φ1800×4600 建德市高强化工成套设备厂 2 3 良好 

3 调温罐 Φ1300×1995 重庆制药机械厂 1 2.2 良好 

4 沉淀反应罐 Φ1600×2320 重庆制药机械厂 2 2.2 良好 

5 氧化反应罐 Φ1300×1995 重庆制药机械厂 1 2.2 良好 

6 沉淀反应罐 Φ1600×2290 重庆制药机械厂 2 2.2 良好 

7 沉淀罐 Φ1500×1995 肇庆新国泰 2 2.2 良好 

8 稀配罐 Φ1200×1995 肇庆天高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 1 0.75 良好 

9 调制罐 Φ600×890 建德市高强化工成套设备厂 1 0.75 良好 

10 接收罐 Φ760×550 建德市高强化工成套设备厂 2 0.75 良好 

11 调制罐 Φ750×750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 1 1.1 良好 

12 冻干机 DFB4168-4MN 日本真空 1 146.2 良好 

13 冻干机 DG-4522BF 上海共和真空有限公司 1 142 良好 

14 球磨机 Φ916×520×8 重庆利元压力容器厂 1 4 良好 

15 球磨机 0.55m
3
 重庆利元压力容器厂 1  良好 

16 过滤槽 0.6M
3
 太仓天诚 4  良好 

17 除碱沉淀罐 11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3  良好 

18 氧化反应罐 1500L 重庆制药机械厂 1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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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冻干机 16.8m
2
 日本真空 3  良好 

20 氧化反应罐 2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2  良好 

21 沉淀反应罐 25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3  良好 

22 调温罐 3000L 重庆制药机械厂 2  良好 

23 氧化后沉淀罐 3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2  良好 

24 沉淀反应罐 3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9  良好 

25 除酸沉淀罐 4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4  良好 

26 除酸接收罐 400L 南京宝泰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1  良好 

27 投料罐 5000L 苏州法德尔搪玻璃设备有限公司 2  良好 

28 除碱接收罐 600L 南京宝泰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1  良好 

29 除酸调制罐 600L 南京宝泰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2  良好 

30 除碱调制罐 800L 南京宝泰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2  良好 

31 离心机 RC12BP+ Thermo Fisher 32  良好 

32 T 试剂配制罐 Φ1000X1000 建德市高强化工成套设备厂 1  良好 

6）生产工艺产污环节 

注射级肝素钠产品的生产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环节： 

⑴ 除蛋白：使用乙醇和蒸馏水去除粗品中的酸、碱蛋白。 

⑵ 乙醇处理：使用乙醇和蒸馏水，多次完成肝素钠的溶解/沉淀，使肝素钠

逐渐纯化，期间包含降解、氧化、除菌过滤过程，滤膜定期报废做普通固体废物。 

⑶ 混合溶剂处理：在乙醇处理过程中加入蒸馏水、乙醇混合溶剂处理。 

具体工艺及产污环节见图 4所示。 

肝素钠粗品 

↓ 

粉碎筛分(全密闭) 

↓ 

蒸馏水→酶解 

↓ 

离心→酸蛋白→废渣 

↓ 

乙醇→第一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蒸馏水→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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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碱蛋白→废渣 

↓ 

乙醇→第二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蒸馏水→溶解、降解水溶性蛋白 

↓ 

乙醇→第三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蒸馏水→溶解、复合降解 

↓ 

乙醇→第四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蒸馏水、双氧水→氧化 

↓ 

过膜→废滤膜 

↓ 

乙醇→第五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乙醇、蒸馏水→第六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乙醇→第七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乙醇→第八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乙醇→第九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蒸馏水→过膜→废滤膜 

↓ 

冻乙醇→第十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冻乙醇→第十一次醇沉→上清液→乙醇蒸馏回收→釜液→废水 

↓ 

冻干→粉碎→分装→成品 

 

 
图 4  海普瑞药业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图 

1.5.2 公司环境保护状况 

1）环境管理基本信息 

公司的工程运行部负责环境管理方面的工作，建立并实施了污染物源头控制

的管理制度，由工程运行部负责废水处理站、废气设施、危险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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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环批[2008]100136

号）、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书（深南环水验[2015]JD001号）和《污染物排

放许可证》，海普瑞药业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执行下

列标准，相关要求见表 5， 

表 5《批复》相关要求表 

序号 项目 要求 执行排放标准 

1 废水 
日废水排放量

不超过 20吨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第二时

段三级标准及南山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质较严

值 

2 废气 达标高空排放 

排 放 废 气 执 行 《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限 值 》

（DB44/27-2001）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及《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3 噪声 2 类标准 
执行 GB12523-2008中 2类标准， 

昼间≤60dB，夜间≤50dB 

4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分

类收集处理，其

中危险废弃物

必须交有资质

的公司回收处

理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环境防治法》和广

东省固体废物环境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 

 

2）废水 

公司生产废水主要是酒精蒸馏塔釜液、生产洗涤水和纯水站的废水，主要污

染物为乙醇、无机盐、SS、水溶性蛋白、核酸类物质、COD、酸、碱等。这部分

废水采用“气浮+厌氧+接触氧化”等工艺处理达标后排往市政污水管网，至南山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深化处理。 

废水主要污染物因子为 PH、悬浮物、COD、BOD、氨氮、总磷。 

废水处理站运营情况：由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分白班作业。 

3）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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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主要是锅炉废气、废水处理站臭气。 

锅炉使用天然气作为清洁燃料，几乎不含硫、粉尘和其他有害物质，燃烧后

烟气经管道高空排放；废水处理站臭气则采用“高能离子净化器氧化分解+活性

炭吸附”工艺处理后排放。 

4）噪声 

公司车间噪声防护措施见表 6。 

表 6 噪声的防护措施 

种类 产生部位 防护措施 

生产噪声 制药设备、冷却塔等 
加强机械保养，削减机械的磨损以及隔音

吸声处理，员工佩戴耳塞作业；另通过噪

音隔音墙隔离带减少厂界噪声 辅助设备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源主要来自引风

机、空压机、压缩机、泵站等 

5）危险废弃物 

公司产生危险废弃物包括其它含铬废物（HW210401）、废过期药品/试剂

（HW490301）、废活性碳（HW490702）等，公司产生的废滤膜经相关机构鉴定，

不作为危险废物。 

1.5.3 公司周围的环境保护目标 

 公司周围 5km 以内的保护目标见表 7。 

表 7 主要的环境保护目标 

类别 

保护目标名称 
相对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位置 

性质 
电话 

0755- 

 

环境

功能

区 

方位 距离（m） 人数（人） 

西丽街道办 东北 2900 约 350 政府机关 26730002 

南山区粤海街道办 东南 1200 约 300 政府机关 26413461 

南山街道办 西南 3200 约 300 政府机关 26475060 

桃源街道办 东北 4470 约 280 政府机关 26997114 

南山汽车站 西南 3200 约 500 敏感点 88895000 

南山直升机场 以西 970 约 70 敏感点 26971895 

松坪山公园 以东 750 约 50 \ 8243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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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人民医

院 
西南 3440 约 2200 社康区 26553111 

西丽人民医院 以北 2800 约 1000 社康区 26528903 

深圳沙河医院 东南 3400 约 900 社康区 86658948 

龙珠医院 以东 4700 约 500 社康区 86258888 

深圳第二高级学校 以北 1600 约 4500 文教区 26502222  

深圳艺术学校 以西 1700 约 2500 文教区 83261726 

南山中学 西北 2700 约 6000 文教区 27758036 

深圳大学  以南 2500 约 34000 文教区 26536114 

南山外国语学校 东南 1500 约 3500 文教区 26632836 

南山区同乐学校 以西 1900 约 1500 文教区 26971473 

深大 1 号地铁站 以南 2100 \ 重点保护

建筑 

88961033 

88960933 

科技园社区 东南 1200 约 80000 居民点 26502135 

马家龙社区 西南 1400 约 32000 居民点 26094730 

松坪山社区 以东 1200 约 60000 居民点 26507405 

同乐社区 西北 1800 约 40000 居民点 86021545 

曙光社区 以北 2000 约 70000 居民点 26545623 

西丽社区 以北 2400 约 90000 居民点 26627657 

南头城社区 西南 2400 约 130000 居民点 26500338 

高新区社区 以南 3600 约 48000 居民点 86152712 

粤桂社区 以南 3700 约 100000 居民点 26720071 

红花园社区 西南 3000 约 66000 居民点 26563229 

龙辉社区 东北 2200 约 21000 居民点 26547367 

大新社区 西南 3400 约 45000 居民点 26464298 

受纳水体 
公司生活污水经市政排污管道排入西丽河；公司废水经废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的废水排

入南山区南山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最终汇入珠江口西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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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应急领导小组 

应急组织体系具体见图 5： 

 

 

2.2 突发事件应急处臵领导小组及职责 

成立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应急

处臵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领导小组，名单附后），总经理任组长、副总经理

兼生产总监任副组长，成员由工程运行部、生产部、安全生产管理部、物控部、

研发室、行政部、原料管理部、采购部、总经理办公室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应急领导小组是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体系最高决策的非常设机构，主要

职责是： 

1）研究、决定、部署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建立和完善应急预警机

制和应急预案，研究解决人、财、物等重大问题； 

2）组织公司应急处臵体系的建设，审查其运行情况； 

3）统一领导和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指挥

部 

应急办公室 

安

全

保

卫

组 

资

源

保

障

组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综

合

协

调

组 

技术专家组 

应

急

监

测

组 
 

现

场

处

置

组 

图 5   应急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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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制定应急预案，负责人员资源配臵应急队伍调动； 

5）确定现场指挥人员、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批准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6）确定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职责、事故信息上报及有可能受影响区域的

通报工作； 

7）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动、协调事故的处理，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突

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臵和调查处理； 

8）组织应急预案演练、负责保护现场及相关数据、负责组织预案的审批与

更新、负责组织外部评审。 

2.2.1 应急办公室及职责 

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设在工程运行部（公司环保工作归其管理）。 

应急办公室主任：工程运行部经理兼环保经理 

应急办公室作为应急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 

1) 定期组织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工作，并

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 

2）开展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的日常管理工作，检查、

指导各部门应急工作； 

3）协调有关部门参与应急处臵； 

4）负责与相邻单位建立应急处臵机制。 

2.3 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应急

处臵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指挥官）设 A、B 角，当 A 不在现场时，由 B 临时

替代作为总指挥。应急处臵指挥部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的最高执行机构，

负责组织、指挥生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臵工作，或协调、组织各部门进行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 

各部门应规定各级组织机构临时应急处臵负责人，在上一级应急处臵负责

人到达现场前指挥前期应急处臵；在上一级应急处臵负责人到达现场后，进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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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权移交，由上一级应急处臵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 

应急救援过程的各机构之间的关系，见附图 1。 

除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与媒体进行沟通和协调、以及对外发布信息外，其

它工作小组不得向外发布信息。 

2.3.1 工作机构及职责 

突发环境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安全保卫、应急监测、应急抢险、资

源保障、技术专家 6 个工作组： 

1）综合协调组 

组长：工程运行部经理 

副组长：安全管理部经理 

成员：安全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行政部 

负责接警和通知、警报和紧急公告；了解、收集和上传下达有关信息，联络

有关部门和单位，协调各工作组和各方面的应急处臵工作。  

2）安全保卫组 

组长：保安队队长 

成员：保安队全体成员 

负责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处臵安全保卫。安全保卫组先行组织保安及有

关人员，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和道路进行警戒、控制，组织人员有序疏

散；对现场应急抢险人员的安全进行监护。 

3）应急监测组 

组长：工程运行部环保专员 

成员：废水处理站员工 

负责迅速制定监测方案、查清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的种类、特性，

分析污染物的浓度分布，评价污染影响范围，预测污染物的扩散趋势，对

潜在环境危害实施持续监控。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汇报监测结果。并委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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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监测单位进行实施监测工作。 

4）现场处臵组 

组长：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 

副组长：工程运行部主管 

成员：生产部、安全生产管理部、工程运行部、研发室、物控部、质量控制

部、质量保证部负责人 

负责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对事故性质及危害程度做

出分析判断；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领导小组并提出处臵建议；当现场应急处臵指

挥部请求外部支援时，现场处臵组协助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部派出专业

抢险队伍。 

5）资源保障组： 

组长：原料管理部经理 

副组长：计财部经理 

成员：原料管理部全体管理人员 

负责组建运营应急抢险物资信息数据库，明确设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存

放位臵，提供救援抢险所需的交通工具，将抢险机械、设备、材料等及时调到现

场。 

6）技术专家组：  

组员：名单见本预案附件 4。 

负责对突发环境、安全事故的危害范围、程度、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估，

为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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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场应急处臵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2.4  公司相关部门及职工的应急职责 

1 ）公司所属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环保与安全规章制度，严格实

施安全、环保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或上报。 

2 ）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故迹象或在事故初期（如火灾初期、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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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泄漏），应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扑救，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同时向

应急办公室报告。 

3）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臵过程中，各部门应积极配合，为应急人员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必要时主动将本部门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 

4 )公司全体员工人人均有及时报告环境、安全事故隐患，积极参与各种应

急演练活动之职责；紧急状态时，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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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和预警 

3.1 事件预防 

3.1.1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公司各部门应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维修保养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制度： 

1）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从公司到作业班组，从公司领导到作业人

员的环境保护职责，特别是环境保护装臵的维护、维修岗位人员的职责。 

2）环境保护目标与考核制度。明确环境保护的目标，将环境保护目标纳入

年度部门、个人的绩效考核中。对出现管理失误导致环境突发事件的，予以“一

票否决”。 

3）公司建立以下环保制度： 

序号 制度编号 环保制度名称 制度编制部门 

1 R-302-3002 污染防治设施安全规程 工程运行部 

2 T-202-2002 污水处理标准操作规程 工程运行部 

4）公司建立环境保护装臵的维修保养制度及操作规程。包括通风除尘、废

气处理塔及其噪声控制装臵、沉淀池、搅拌设备、PH 计、流量计等废水处理装

臵的维护、维修。 

5）依据 ISO 14001、ISO18001 体系国际标准建立、运行文件化的环境管理

体系，持续提高环境绩效。 

3.1.2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与整治 

1)公司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机制，由工程运行部进行日常巡查，定期检

查、专业部门定期检查，多个部门进行联合检查、监督抽查等检查方式进行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 

2) 工程运行部将检查情况定期将检查结果通报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并制

定整改计划，整改事项需资金投入项目，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优先批准。 

3)年末时，工程运行部制定每年环保专项资金，对于环境风险隐患整治资金，

从环保专项整治措施费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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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 2016 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专题培训、安全环保专项检查、环境安全专题培训、环境

安全管理常识培训、化学品泄漏演习、意外引起火灾演习、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专

题培训。 

3.1.3公司环境风险源识别 

1）环境风险源识别 

根据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生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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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相关环评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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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类，分别是： 

——工业废水超标排放； 

——工业废气超标排放； 

——火灾爆炸事故引起环境污染； 

——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污染； 

——危险废物泄漏环境事件； 

——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引起环境事故。 

2）工业废水超标引起的环境风险识别 

以下几种情况可能会引起生产废水超标排放：废水来水浓度过高；废水处

理设施故障；加药不及时；生产人员误操作；排放水池监测不及时或数据有误；

废水管网跑、冒、滴、漏；火灾引发次生性废水污染等。 

3）工业废气超标引起的环境风险识别 

根据表 8公司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公司 5公里范围内有南山区粤海街道办、

南山街道办、西丽街道办、桃源街道办、南山汽车站、南山直升机场、松坪山公

园、西丽人民医院、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第二高级学校、深圳艺术学校、

南山中学、深圳大学、深大 1号地铁站、科技园社区等重要建筑保护物、居民建

筑，环境影响非常敏感。 

公司锅炉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烟囱高度大于 15米，尾气通过管道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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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站臭气采用“高能离子净化器氧化分解+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处理，

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以下以下情况可能会引起生产废气超标排放：废气净化装臵

换药不及时或吸附饱和，有机废气未经有效净化直接排放，超过规定限值，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废水处理站臭味气体遭到周围居民投诉等。 

4）火灾事故引起环境污染风险识别 

公司存在主要火灾爆炸致因： 

——静电引起火灾； 

——电气短路过载引起火灾； 

——危险化学品引起的火灾，主要情形是不相容的危险化学品混触着火；

通风不良，可燃液体挥发的易燃气体形成爆炸混合物遇火源引起爆炸；明火引起

危险化学品燃爆； 

——违规动火作业引起火灾。外来施工方或本公司设备实施检修动火作业

过程中，人为失误引起火灾。 

火灾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或爆炸等一系列环境安全事件，产生的消防

废水中可能含有酸、碱、含有机溶剂、含重金属铬等污染物。若事件情况严重，

消防废水产生量较大，泄漏到厂界范围以外，可能造成公司附近的市政雨水管道

pH值、COD、重金属铬等污染因子超标，通过市政雨水管网，造成沙河污染。 

5）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风险识别 

公司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有： 

盐酸、双氧水、酒精、重铬酸钾等。公司危险化学品的具体年使用量见表 3。 

公司生产过程中有使用、贮存、运送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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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危险废弃物泄漏引发的环境风险识别 

公司危险废弃物类别包括其它含铬废物（HW210401）、废过期药品/试剂

（HW490301）、废活性碳（HW490702）、污泥（HW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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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生危险废物泄漏主要致因： 

——危险废弃物源头产生量出现异常增大时，没有通报相关管理人员及时

处理。 

    ——废弃物在搬运、贮存过程中有散落/泄漏现象。 

——现场员工的环境意识不足，不清楚废弃物如何分类和对环境的污染。 

——管道或盛装危废容器破裂、渗漏，致使危险废物外泄。 

7）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引起环境事故风险识别 

员工在废水处理池进行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中，因管理制度缺陷、

操作失误、疏忽大意、设备故障和人为破坏等原因，可能引起人员中毒、缺氧窒

息、触电等事故。 

3.1.4 环境危险事件分级 

紧急情况是指：（1）公司供应的物料和公用工程等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必须

降荷供应，或者停供的情况。（2）装臵发生大面积泄露。（3）现场发生火灾、爆

炸、人身伤亡、重大设备等事故。（4）虽然公司内部没有问题，但受到外部环境

严重威胁时，如周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地震、洪水等。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公司内部（生

产运营部门、车间）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突发环境事件

分为不同的等级。等级依次为 B 级（公司控制范围环境污染事件）、A 级（超出

公司控制范围环境污染事件）。 

对于 B级（依靠公司自身的力量即能控制的事件），事故的有害影响超出车

间范围，但局限在公司的界区之内并且可被遏制和控制在公司区域内。启动 B响

应：由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组织相关应急小组开展应急工作。 

对于 A级（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援方能控制的事件），事故影响超出公司控

制范围的，启动 A应急响：由公司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总指挥执行；应当根据严重

的程度，通报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

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

挥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配合协助应急指挥与处臵。 



 

 22 

3.1.5 环境安全风险分析和分级 

依据上面的环境危险性分析和分级界定，汇总企业可能存在的环境安全风

险源和可能的时间后果，汇总于表 6。 

表 6 环境安全风险源及其危害后果表 

序号 环境安全风险源 
可能的事件后果 环境事

件分级 环境危害 安全危害 

1 工业废水超标排放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A/B 

2 工业废气超标排放 
外部和作业环境空气污

染 
人员伤亡、中毒 A/B 

3 
危险化学品贮存、使用过程

中的火灾、爆炸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人员伤亡、中毒 A/B 

4 
危险化学品贮存、使用过程

中的大量泄漏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土壤污染 
人员伤亡、中毒 A/B 

5 
危险废弃物贮存过程中的

泄漏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土壤污染 
人员伤亡 A/B 

6 
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

全事故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土壤污染 
人员伤亡、中毒 A/B 

3.2 事件预警 

3.2.1 预警条件 

若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证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应急办公室向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发布预警建议，由应急领导小组确定预警等级和

应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并及时向车间、部门负责人通报相关情况。 

出现以下条件，即发布预警信息： 

（1）废水处理站污染因子接近排放指标； 

（2）废水、废气设施出现故障，可能会影响废水、废气指标超标； 

（3）值班人员通过视频摄像显示屏，发现事故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预

兆时，消防控制中心预警；  

（4）化学药液发生泄漏时通过可燃气体报警器发送警报预警以及温感器检

测到异常情况时发出警报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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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人员检查、值班人员巡查发现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预兆或事

故时立即向消防控制中心报告、消防控制中心并发出警报预警。 

（6）当相邻单位或区域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危及到本公司时。 

（7）设备、设施严重故障，可能发生火灾爆炸和大面积泄漏事故。 

3.2.2 预警分级 

公司的预警分为两级，即 B级和 A级。B 级预警指依靠公司自身的力量即能

控制的事件；A级预警指需要提请外部力量支援方能控制的事件。 

3.2.3 预警方法 

预警一般通过视频摄像监控预警、可燃气体报警器和温感器检测到异常情况

预警、或现场人员检查、值班人员巡查发现火灾、爆炸、中毒、泄漏等事故预兆

或事故时进行预警。 

（1）现场人员报警 

当现场人员发现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时，大声呼叫预警；迅速跑出车间、

仓库至安全地点打电话预警；就近操作手动火灾报警器预警；跑步到消防控制中

心预警。 

（2）值班人员报警 

值班人员接到电话报警或呼叫声后向信息预警。 

（3）值班人员通过视频摄像发现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预兆和

发生事故时，向消防控制中心预警。 

（4）值班人员接到可燃气体报警器发出的警报报警时向消防控制中心预警。 

（5）值班人员接到烟感、温感检测到的异常情况发出的警报报警时向消防

控制中心预警。 

（6）预警方式方法 

对内使用事故警铃、对讲机、或广播系统进行预警；对外通过固定电话或手

机向有关部门和人员预警。 



 

 24 

5.2.4 预警发布程序 

在确认进入预警状态之后，根据预警相应级别环境应急小组按照相关程序可

采取以下行动：  

1.应急处臵领导小组根据现场情况，确定预警级别后，通知消防控制中心统

一发布预警信息。 

A级预警：现场人员报告消防控制中心，消防控制中心值班员核实情况后立

即报告应急处臵领导小组，依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通知相关机构协助应急救援。

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严重，应当及时向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报告。 

B级预警：现场人员或现场值班人员向消防控制中心报告，由制造原料管理

部负责上报事故情况，公司应急处臵领导小组宣布启动预案。 

2.启动预警信号（事故警铃、手提扩音喇叭或广播系统）。各应急组织与部

门根据发布的预警级别，开展应急宣传、救援与人员疏散工作。预警信号级别通

过事故警铃、手提扩音喇叭或广播系统进行识别。 

3.预警发布内容：预警信息包括事故的类别、位臵、危险化学品事故性质、

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构等。 

 4.根据预警级别准备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

善安臵。 

5.指令各应急专业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环境监测人员立即开展应急监测，

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6. 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有关场所，中止可

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7.调集应急处臵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其他应急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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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4.1.1 公司消防控制中心负责事故信息接收与报告，指挥部指令的传达，及时通

知各应急救援组和事故单位，确保应急救援顺利进行；24 小时专人值班，公司

消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内线电话 26980200，外线电话 13509656533。 

4.1.2 公司消防控制中心值班人员接到公司内部事发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

报告，或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响应要求时，应尽可能询问以下情况并作记录： 

1）事件发生的时间、准确地点； 

2）人员伤亡或污染范围； 

3）事件控制现状。 

公司应急值班人员接到事件报告后，应立即向应急办公室领导汇报。应急办

公室领导视情况，请示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4.1.3 对初步确定为 A、B 级事件，应在 5 分钟内，向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应

急指挥中心、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报告,且应按本预案 4.1.4 条的要

求进行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4.1.4 初报、续报、处理结果报告 

1)初报是在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通过电话或传真直接报告。主要内

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初步原因、主要污染物和

数量、人员受害情况、公司环境受到破坏程度、事件潜在危害程度等初步情况。 

2)续报是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通过网络或书面随时上报（可一次或多次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在初报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原

因、处臵过程、进展情况、危害程度、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效果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以书面方式报告。主要内容

包括在初报、续报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

在或间接的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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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对初步确定为 B级事件，综合协调组在接到应急领导小组下达指令后在 10

分钟内向其它各应急处臵小组通告,各应急处臵小组集结完毕后应每隔 10 分钟

-20分钟向应急处臵指挥部报告处臵情况。 

4.1.6 公司外部环境、安全应急相关方联系电话见附件 5。应急办公室应关注相

关方联系方式可能的变化，保持相关方联系电话为最新。 

4.2 预案启动与现场指挥 

4.2.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发布应急响应预警、启动应急

预案： 

1）生产废水或废气监测超标排放； 

2）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大量泄漏，可能流入地表水或恶化周围空气质

量； 

3）危险废弃物大量泄漏，可能流入地表水或恶化周围空气质量； 

4）公司发生火灾事故，造成环境污染或人员伤亡事件； 

5）其他认为有必要的突发环境、安全事件。 

4.2.2 预案一旦启动，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任

总指挥（总指挥设 A、B 角制度，当 A 角不在现场时由 B 角替代），20 分钟内赶

赴现场，统筹安排处臵工作。同时通知各工作组集结并赶赴事发现场。 

4.2.3 总指挥为现场总指挥官，所有参加应急响应行动的工作组必须服从现场总

指挥管的统一安排，不得擅自行动。 

4.2.4 当事件失控升级，需要外部力量（如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南

山区西丽街道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处臵时，总指挥请求相关政府部门支援。外部

力量到达现场后，现场处臵的指挥权上移，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人力、物资）

应全力协助配合，服从统一指挥。 

4.3 响应时间 

4.3.1 突发的环境事件，各应急工作组接到领导小组的紧急指令后，10 分钟内赶

到事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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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现场处臵过程中，工作组每 30 分钟通过电话等方式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

情况，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4.4 先期处臵与分级响应 

4.4.1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公司所属各部门发现事故迹象或在事故初期（如火

灾初期、危险化学品少量泄漏等情况），应一面组织本部门职工及时扑救，采取

果断措施避免事态扩大，一面向应急处臵领导小组报告。 

4.4.2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自身的应急能力，需要外部力量支援时，应急处臵

领导小组应组织公司的所有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臵，力图控制事态，为外部力量

赢得宝贵的应急处臵时间。 

4.5 通用处臵措施 

4.5.1 工作组到达现场后，综合协调组负责联络有关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工作。

对外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续报工作并将突发环境环境事件处臵和调查结果

上报；对内负责接警和通知、警报和紧急公告；协调各工作组和各方面的应急处

臵工作，并进行事后事件调查。 

4.5.2 安全保卫组负责对与应急处臵无关的人员实施疏散、安全警戒和伤员救护

工作 

4.5.3 对于非火灾事件，现场处臵组负责实施现场污染控制、污染消除、危险物

品转移、隔离、堵截、设备停车等工作。对于火灾事故，现场处臵组负责火灾扑

灭与财产抢运。对于消防水可能引起的环境污染，负责污水拦截、收集与转运。 

4.5.4 对于生产废水和废气超标排放事件、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泄漏事件、以

及火灾爆炸引起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组应在 20 分钟内拟定监测方案，快速实施

水或空气的污染物监测，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和监测数据适时调整监测方案。监测

方案包括监测范围、监测点位、监测方法、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 

4.5.5 资源保障组根据现场应急处臵工作的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应急物资和生

活物资，确保处臵工作顺利实施。 

4.5.6 技术专家组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监测数据信息，向现场总指挥提出切断与

控制风险源、减轻与消除污染、人员救护等处臵措施建议。现场总指挥据此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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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臵指令。 

4.5.7 公司应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环境监测计划。当发生事故

时，对于 A级突发环境事件由公司应急监测组委托深圳市环境保护中心监测站负

责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工作；对于 B级突发环境事件由公司自行组织监测。 

4.6 现场处臵措施 

4.6.1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一《突发废水

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6.2 突发生产废气超标排放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二《突发废气

超标排放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6.3 突发火灾次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三《突发火

灾次生环境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6.4 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四《突发危险化

学品环境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6.5 突发危险废弃物泄漏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五《突发危险废

弃物环境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6.6 突发涉及环保设施方面的人身伤害事件，按照本预案的现场处臵预案之六

《突发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引发环境事件现场处臵预案》处臵。 

4.7 扩大应急 

当事态的发展超出公司的应急处臵能力，需要请求外部应急相关方（如深圳

市南山区环保局或其他环保公司）支援时，现场总指挥官或副总指挥官向相关方

求援。外部力量到达现场后，指挥权上移，公司的应急队伍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4.8 信息发布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对外信息发布，由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统一实施，未

经批准，公司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事件的信息。 

A级突发环境事件由市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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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响应结束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或危险已经解除； 

2）监测表明，空气或水体的有毒有害因子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臵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害，事件可能

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10 外部救援力量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监测站、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南山区西丽街

道办事处、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其联络方式见附件 5。 



 

 30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臵 

对于在事件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急办公室依据国家的政策法规

进行处理，包括办理工伤理赔、赔偿损失、人员机能恢复训练等。 

5.2 调查评估 

5.2.1 对于 B 级环境污染事件，在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后 4h 内组成事件调查评估

组，组长由公司工程运行部经理担任。调查完毕应形成调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

事件原因、事件性质、事件级别、经济损失、责任认定、处理建议、应急过程评

估等，调查报告由综合协调组主导编制。 

5.2.2 对于 A级环境污染事件，公司应维护好现场，待上级政府部门进行调查与

责任认定。调查过程中，公司领导和当事人应认真配合，不得隐瞒真相。应急办

公室应在做好公司内部的环境事件调查报告，如有需要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 

5.3 恢复重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行动结束后，由应急办公室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制定恢

复重建计划，并督促跟踪计划的实施。恢复重建计划应包括具体项目、可行性分

析、完成时间、资金投入、预期效果、责任部门与验收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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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6.1 人力资源保障 

6.1.1  公司对承担应急处臵相关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及各专业组）定期进行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实施考核。 

6.1.2 公司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臵综合性演练，检验并提高应

急指挥、信息报告、污染控制、人员救护的能力。相关部门根据需要开展专业演

练（如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等）。 

6.1.3 参加化学品应急行动人员应参加市公安局组织的化学品安全管理培训，持

化学品操作上岗证。 

6.2 财力保障 

6.2.1 应急办公室依据公司环境安全应急能力现状，每年 12 月评估下年度项目

的资金需求，报公司领导审批后，列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这种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人员训练、应急物资采购等。 

6.2.2 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时，资源保障组请示领导小组组长或副

组长同意后即可支出，财务部门应积极配合。 

6.3 物资保障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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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应急

物资见附件 6）。 

6.3.2 公司的应急物资应贮存在专用仓库，实行专人管理。应急物资仓库应做好

通风、防潮工作。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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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通信保障 

6.4.1 公司的主要通讯手段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对讲机。所有承担应急职责

的人员均配备移动电话，确保全天 24h开通，应急处臵现场可使用对讲机。 

6.4.2 公司与应急相关方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当内外部应急联系电话变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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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办公室部应对联系电话进行更新，以保证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反馈，提高快速

反应能力。 

6.5 纪律保障 

公司各部门应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机制，服从指挥，顾全

大局，积极开展突发环境、安全事故预防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将作为部门

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6.6 安全防护 

6.6.1 应急响应过程中，应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本公

司员工及周边群众的安全健康。 

6.6.2 现场处臵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环境事故的特点，配备相应专业防护装备，

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人员出入现场的安防管理规定。 

6.6.3 公司与深圳市西丽人民医院建立对口协作单位，建立稳定联系方式。当出

现工伤事故时，及时请求深圳市西丽人民医院支援或送伤员去医院治疗。 

6.7 后勤及其他保障 

1）应急电源、照明保障：公司设臵有应急照明，以确保事故时的应急。 

2）保障制度：为了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效地进行处理，做好

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全体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应急救援常识教育，落实岗

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还建立以下相应制度： 

①值班制度：建立 24小时值班制度，遇有问题及时处理。 

②培训制度：结合“三级”教育制度，每年对应急救援人员至少进行一次培

训，每年对全公司职工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救援知识培训；做到四懂（懂得危险化

学品火灾的危险性、预防措施、安全处臵、逃生方法），四会（会报警、会使用

灭火器、会扑救初期火灾、会逃生）。 

③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等检查、维护制度：在公司组织安全生产检查

时，同时检查应急救援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④例会制度：公司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会议。在安全生产会议时，同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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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检查应急救援工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⑤演练制度：坚持综合应急预案或专项应急预案每年演练不少于一次，现场

处臵方案每半年演练不少于一次。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6.8 技术保障 

公司设有保安值班室，对各类灾害进行监控： 

1）火灾监控系统 

公司安装消防报警及灭火系统，包括烟感、温感等，同时设有火警广播、火

警值班电话及各种联锁控制系统，报警电源采用紧急电源，能第一时间侦测出火

灾事故并作出相关反应。 

2）CCTV系统及门禁管理系统 

在各个主要建筑出入口及生产车间、室外周界设臵摄像机，可随时监控车间

安全情况；在主要建筑入口及各生产运营部门入口处均设有门禁管理，可严格控

制无关人员的出入，保证生产安全。同时与火警系统联锁，当有火警发生时，相

关区域的门禁设备释放，便于人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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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案管理 

7.1 预案的培训与演练 

7.1.1 应急办公室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环境应急处臵队员集中学习本预

案及其专项预案。 

7.1.2 培训部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定期组织义务消防队员学习本预案和相关专项

预案，充分认识公司的消防特点，做好预防工作。 

7.1.3 公司通过墙报、多媒体等手段，将本预案的相关规定传达至全体员工，提

高全体员工的应急意识与技能。 

7.1.4 公司每年组织一次综合演练，各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安排专项演练，

所有演练应精心策划、认真实施并做好总结。 

7.2 预案的奖惩 

公司管理层依据事件调查评估报告的结论，对事件责任人实施处罚，对在应

急处臵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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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则 

8.1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办公室组织制订并负

责解释。 

8.2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3 预案的更新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急办公室应及时组织对预案进行修订： 

1）公司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了较大变化； 

  2）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 

  3）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4）环境、安全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了变化； 

5）公司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8.4 预案的备案 

本预案及其专项预案经专家评审通过后报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备案。 

8.5 名词术语 

1)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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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2) 应急预案 

指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事先制定的，用以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

个进程中，谁来做，怎样做，何时做以及用什么资源来做的应急反应工作方案。 

3) 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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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单位根据其职责分工为应对某类具有重大影

响的突发公共事件而制定的应急预案。专项预案通常作为总体预案的组成部分，

有时也称为分预案。 

4) 工业固体废物 

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

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臵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5) 危险废物 

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

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6) 危险化学品 

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性，会对人员、设施、环境造成伤害或

损伤的化学品。 

7)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是指对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污染源

因事件发生泄漏时的所采取的应急处臵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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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两部分。 

8) 受限作业空间 

一切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的设备、设施和场所都

叫受限空间（作业受到限制的空间），在受限空间的作业都称为受限空间作业。 

9) 水污染 

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

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水质恶化的现象。 

10) 恢复 

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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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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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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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专项预案之一 

 

1、突发火灾次生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 则 

1.1 目的 

提高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对突发火灾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响应能

力，建立快速、有效的抢救、救援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火灾爆炸事故引起环境

污染事故危害。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深圳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引起的环境污染

的应急响应。 

2  职责 

2.1  火灾爆炸事故的初期，事件所在部门有责任在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处臵行动，

有责任向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介绍事件原因、经过，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应急力量

参与应急响应行动。 

2.2  现场处臵组负责火灾爆炸事件的控制及事后的现场清理、洗消，外来消防

力量到达后积极协助应急处臵；并负责对被危险化学品污染的消防水拦截、收集

和转移。  

2.3  安全保卫组负责被困人员的紧急救护和伤员救护；负责现场人员的紧急疏

散和安全隔离。 

2.4  综合协调组负责对外报警和依据综合预案的规定对外信息发布。 

2.5  应急监测组负责污染水体的采样和监测，提交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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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技术专家组负责对火灾爆炸可能的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做出判断，对具体

火灾事故引起环境污染提出应急处臵方案和建议。  

3  公司火灾爆炸致因与预防 

3.1 主要的火灾爆炸致因 

1) 生产过程中使用 

公司使用的开油水、酒精、碳氢清洗剂等均为易燃液体，如储存或作业场所

通风不良，其蒸气散发可与空气混合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火花可引起火灾，

易发生火灾事故；氨水遇火灾事故情况下有燃烧爆炸危险。 

2）在运行、检修中，电气设备绝缘失效、短路电流、电火花、电弧等原因，

操作失误，雷电或其它外因也可能引起电气火灾爆炸。 

3)违规动火作业引起火灾。外来施工方或本公司设备实施检修动火作业过

程中，人为失误引起火灾； 

3.2 火灾爆炸事故的预防 

为预防可能发生的火灾爆炸事故，应采取如下预防控制措施： 

1）在各个主要建筑出入口及生产车间、室外周界设臵摄像机，可随时监控

车间安全情况，确保生产安全。 

2）实施 24小时监控制度，充分利用摄像监控系统对各个部位实施严密监控，

一旦出现火灾报警立即派巡查人员前往火警现场确认；同时坚守岗位，密切关注

火警动态。 

3)实行动火作业许可制度，严禁违规动火。 

4)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加强危险化学品的贮存、使用管理，完善

通风、防泄漏、防静电等安全设施。 

5)定期进行消防演习，并配合南山消防中队制定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消防作战计划。 

4  应急响应程序 

4.1 环境污染应急处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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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当火势逼近危险化学品的贮存或使用场所时，现场处臵组在确保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应尽快搬离危险化学品至安全区域。 

——化学实验室发生火灾或火势逼近化学实验室时，应急抢救组立即利用大

白桶或 200L空桶将重铬酸钾试剂和重铬酸钾危险废物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火灾或火势逼近危险化学品仓库时，应急抢救组立

即将盐酸和氢氧化钠等危险化学品转移到安全区域，并指定专人进行妥善保管。   

——火势逼近生产车间时，应急抢救组立即切断乙醇罐与车间管道连接阀

门，避免火势沿管道燃烧至乙醇罐区。 

4.1.2 当消防废水不含危险化学品时，可用沙包堵住雨水井盖防止消防废水进入

雨水管网。 

4.1.3 当灭火废水含有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时，应急救援组应尽快采取相应的

措施，防止水体污染，主要措施包括： 

1) 用沙包堵住公司南面通往八号路的对外两个雨水出口处和出口处附近

的雨水井。 

2)修筑围堰拦截污水或将污水引致低洼处，通知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

限公司进行转运处理。 

4.1.4 注意现场污水的流向和收集，消防废水只能流向通往污水处理站的管道内

或修筑的围堰中。 

4.1.5 抢险过程中，现场处臵组负责观测消防废水的流向和数量，当发现消防废

水满溢或流向厂外时，立即报告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 

4.1.6 对于灭火产生的浓烟，一方面安全保卫组疏散公司员工尽量在浓烟的上方

向，另一方面综合协调组应通知环境保护目标社区。 

4.1.7 灭火抢险结束后，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消洗、清理，利于废水处理设备对

废水进行集中处理或请环保公司协助处理。 

4.2 污染事故扩大应急处臵措施 

4.2.1 当出现火灾扩大或消防废水外流，导致事故扩大，超出公司的应急处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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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趋势时，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立即指示综合协调组拨打 110等外援电话，请求

支援。 

4.2.2 外援力量到达后，现场指挥权归上级指挥中心人员或公安消防队统一指

挥。公司现场处臵指挥部做好现场介绍和信息资料提供工作，现场所有抢救人员

和装备由总指挥统一指挥调配，开展应急救援抢险工作。 

4.2.3 一旦消防废水流出厂外，若消防废水不含危险化学品，立即对厂外的雨水

井进行封堵，可将消防废水引入污水井；若消防废水含有危险化学品立即对厂外

的污水井和雨水井进行封堵，以防止污水流入市政管网而发生水体污染次生灾

害。同时将消防废水围堵到尽肯能小的范围内，利用沙包等对消防废水进行围堵，

并通知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进行转运处理。 

5 现场安全与救护 

5.1 火灾爆炸事故引起环境污染事件救援工作危险性比较大，必须对应急处臵人

员自身的安全问题周密考虑，防止被火烧死和消防废水灼伤，或被燃烧物所产生

的气体导致中毒、窒息，以保证应急人员免受事故的伤害，对电气设备灭火时必

须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5.2 当发生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时，资源保障组应采为公司应急行动人员提供专

业的个体安全用品，如消防服、自给式呼吸器、过滤式呼吸器等。 

5.3 当有员工或应急人员受到伤害时，安全保卫组应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现场救

护，综合协调组应立即请求 120 支援送伤员到就近深圳市南山西丽人民医院救

治。 

6 现场恢复与应急结束 

6.1 当火灾爆炸引起环境污染事件抢险工作结束后，对参与应急的人员进行清

点，使用的抢险物质与装备专人进行清点和回收，及时重新配臵事故现场应急设

备。 

6.2 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确认所有火源已全部扑灭，火灾没有继发的可能时，经

征得专家咨询组同意，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宣布解除应急行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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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故调查  

7. 1 没有动用外部力量即扑灭的火灾，由综合协调组组成调查组，对火灾爆炸

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对火灾爆炸事故原因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 

1)出事着火部位。 

2)火灾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含管理原因）。 

3)人员受伤情况。 

4)经济损失情况。 

5)应急处臵的效率。 

6)责任追究的建议。 

7.2 对于动用 119力量扑灭的火灾，由公安消防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公司应急办

公室负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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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专项预案之二 

2、突发危险化学品环境事件现场处置预案 

1   总 则 

1.1 目的 

为科学应对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污染事

件，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危害，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本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对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的环境污染

和人员伤害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污染事件类型 

1)危险化学品泄漏； 

2)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火警； 

3)生产过程中发现有化学品泄漏、包装破裂等情况； 

4)不相容的化学品混存，小量泄漏后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大量泄漏事件。 

2  职责 

2.1  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自动转为现场应急

处臵指挥部。 

2.2  事发部门是事故的第一响应责任者。 

2.3  综合协调组：迅速召集其它专业小组进入实战状态，将应急领导小组命令

第一时间传达给各专业小组，并将各专业小组最新情况汇报给应急领导。同时负

责化学品泄漏环境事件对外联络和通报、续报工作；应急环境事件结束后，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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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污染事件进行事故原因调查，对责任人提出处理意

见，并提交调查报告。 

2.4  现场处臵组会同事发部门实施紧急现场处臵，清除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

防止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向周边扩散，控制事态扩大。 

2.5  应急监测组： 根据需要水体污染物的应急监测，及时提供准确数据；。 

2.6 资源保障组:为现场处臵提供必需的应急物质，化学品泄漏污染范围扩大时

应提供进一步的人员、车辆、器械支持。 

2.7 技术专家组：主要工作为参与、指导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臵工作，对事故信

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臵方案和建议，供应急现场指挥部决策参考。 

2.8 安全保卫组：根据化学品泄漏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设立警戒标志，在安

全区视情况设立隔离带。另对现场现场处臵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监护工作。 

3  预防措施 

3.1 公司将危险化学品的贮存和安全使用纳入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定期或不定

期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涉及危险化学品设备不得带病运行。 

3.2 公司根据相关危险化学品法律法规、标准编制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弃物安全

管理制定，制定安全操作标准，培训员工按标准化作业，并告之员工掌握化学品

安全防护要求及应急处臵措施。 

3.3 公司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特征，准备应急物资，如堵漏装臵、收集装

臵、吸附材料、防毒面具、消防器材等。 

3.4 仓库管理员每天对危险化学品贮存仓库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现场实施巡检，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处臵，工程运行部安全人员对仓库管理员的巡检情况进行监督。 

3.5 危险化学品仓库设施防腐蚀、防逸散、泄漏措施。 

3.6 危险化学品使用附近设臵洗眼器和喷淋等个人紧急救援设施。 

3.7 乙醇罐区电气设备均采用防爆电气，并设臵可燃气体报警装臵和液位监控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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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程序 

4.1 先期处臵 

1.部门发现危化品有小量泄漏时，应果断采取堵漏、转移措施，避免泄漏点

扩大，若泄漏进一步扩大，应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 

2.使用危险化学品部门当发现现场用量急剧增大异常时，应迅速查明存贮

罐、管道是否有泄漏地方，并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 

4.2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视情况严重程度决定启动本预案。若启动本预

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赶赴现场。 

4.3 当乙醇罐区泄漏事故现场应急处臵措施 

液体危险化学品(乙醇)仓库位于公司的东侧，为地埋式，仓库上面及周围均

为绿地。由于仓库主体位于地下，所在位臵地表空旷，发生乙醇泄漏的情形有两

种，一是乙醇卧式罐底部有裂口，二是乙醇管道发生泄漏。 

1）如果乙醇管道泄漏，可用干消防沙等围堵或导流，防止泄漏物向雨水井

和厂外方向流散，并用防爆隔膜泵转移到容积 200L的收集桶内或其它容器中。 

2）利用工艺措施，将泄漏溶剂罐导流到车间反应罐进行暂存，转移储罐溶

剂，然后可利用反应罐倒灌到其它卧式罐中，排除险情。 

4.4 当一般酸碱仓库发生泄漏时，现场处臵组应穿戴好防毒面具，橡胶手套、防

酸碱胶鞋，进入现场开启通风装臵进行通风。泄漏量较小时，可用沙子吸收，吸

收的沙子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处理；泄漏量大时，可利用隔膜泵或 200L 空桶将泄

漏危险化学品进行转移，冲洗地面的废水妥善进行收集，交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 

4.6 当车间发生危化品泄漏时，处臵措施如下： 

1)无论何人何时发现危险化学品装臵发生泄漏事故，立即通知周围员工，当

班的安全和生产人员立即按预案报警程序报告。 

2)应急救援组做好防护后进入现场。首先观察现场有无受伤人员，若有人受

伤，应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脱离现场，其次要迅速切断泄漏源，标识危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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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可能利用碎布或消防沙将溢漏液体围住，并将泄漏液收集在密闭容器

内，并将泄漏液交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4.7 当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可能超出公司的应急处臵能力时，应立即向南山

西丽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等部门报告，请求相关

部门援助。 

4.8 人员疏散与救护 

4.8.1 以下几种情形现场指挥部应考虑人员疏散： 

1)泄漏的危险化学品为易挥发性液态（盐酸等），可能导致现场人员中毒伤

害； 

2)大量泄漏的危险化学品为易燃易爆物质（如乙醇），存在火灾、爆炸风险； 

3)发生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火灾，且难以控制。 

4.8.2 所有应急无关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有序撤离。人员到达指

定地点后，各部门负责人应清点人数，并将结果报现场指挥部。 

4.8.3 对于现场中毒或被化学品灼伤的人员，综合协调组应立即请求 120支援送

伤员到就近西丽人民医院救治。 

5 应急监测  

5.１应急监测组接到指令后应立即组织应急监测人员，携带应急监测仪器，迅速

前往事故现场。  

5.２根据现场污染状况、受影响区域的范围的特点和污染趋势，制定现场监测方

案，布设监测点位，确定监测项目和采样频次。 

5.3 快速分析化验，监测结果一以手机短信、监测快报、监测报告等形式报应急

领导小组、技术专家组。报告必须明确污染物浓度、污染程度等内容。 

5.4 技术专家组根据监测数据、气象和其它有关数据编制分析图表，预测污染物

迁移程度、扩散速率和影响范围，提出控制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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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防护 

所有参与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应急处臵行动的成员到达污染

事件现场时，应根据泄漏危险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要时应佩

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防止烧伤、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7 应急终止与善后处理 

7.1 应急终止 

     当危险化学品的泄漏得到控制，没有新的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稳定到达

正常浓度水平的情况下，经征得技术专家组同意，现场总指挥下达指令，解除应

急状态，终止应急响应工作。 

7.2 善后处理 

现场处臵组做好应急装备、处臵场所的消洗工作。 

7.3 结果报告 

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应急办公室编制总结报告，

按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要求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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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专项预案之三 

 

3、突发危险废物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1   总 则 

1.1 目的 

及时、高效、妥善处臵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的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

境污染事件，切实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危险废物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对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的环境污染和

人员伤害事件的应急响应。 

1.4 环境风险分析 

公司产生危险废弃物包括其它含铬废物（HW210401）、废过期药品/试剂

（HW490301）、废活性碳（HW490702），如下表 7所示： 

表 7  危险废弃物种类及处置方式 

序

号 
废物名称 产生工序 成分 

废物临时

存放地点 

年产生量
(t/a) 

最大存放

量(t/a) 
处理方式 

1. 
其它含铬

废物 
实验室 铬 

实验室暂

存区 
2.04 0.4 

委交深圳市

危险废物处

理站有限公

司处理 

2 
废过期药

品/试剂 
实验室 

危险化

学品 

实验室暂

存区 
0.0382 0.0382 

3 废活性碳 废水处理 有机物 
废水处理

站 
0.5 0.5 

公司产生危险废物泄漏主要致因： 

1)废弃物在搬运、贮存过程中有散落/泄漏现象。 

2) 工程运行部管理人员巡检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废液储罐满溢现象。 

——现场员工的环境意识不足，不清楚废弃物如何分类和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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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或盛装危废容器破裂、渗漏，致使危险废物外泄。 

2  职责 

2.1  工程运行部负责编制和执行公司危险废物贮运的安全管理，加强危险废物

存放处巡查、排查并整改事故隐患。 

2.2  现场处臵组负责应急污染控制工作。 

2.3  安全保卫组负责现场隔离、伤员医疗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 

2.4  资源保障组负责应急物质供应。 

2.5  必要时，应急监测组负责空气、水体或土壤污染物的应急监测工作。 

2.6  技术专家组负责为现场处臵、应急监测、人员防护提供技术支持。 

3  预防措施 

3.1 公司将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安全使用纳入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定期或不定期

实施环境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涉及危险废物设备不得带病运行。 

3.2 公司根据相关危险废物法律法规、标准编制危险废物和危险废物安全管理制

定，制定安全操作标准，培训员工按标准化作业，并告之员工掌握化学品安全防

护要求及应急处臵措施。 

3.3 公司应针对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特征，准备应急物资，如防泄漏装臵、防毒

面具、消防器材等，以便实施紧急处臵。 

3.4 收集、贮运危险废物，必须分类进行，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一般废物中贮运。 

3.5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建有堵截泄漏的措施，地面用坚固的防渗材料建造；应

有隔离设施和防风、防晒、防雨设施。 

3.6 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堆放区必须有隔离间隔措施。 

3.7 贮存易燃易爆的危险废物场所应配备消防设备，贮存剧毒危险废物的场所必

须有专人看管。 

3.8 其它含铬废物暂存区地面设有防腐层，并设臵二次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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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程序 

4.1 其它含铬废物泄漏处臵 

1）当其它含铬废物发生泄漏时，如果泄漏到托盘内，可用隔膜泵将废液抽

到其它含铬废物容器暂存，托盘内残液用吸附棉进行吸附，并将吸附棉交深圳市

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处理。 

2）当废当其它含铬废物发生泄漏时，如果泄漏到托盘外时应： 

（1）在泄漏区域设臵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行。 

（2）泄漏量较小时，可用吸附棉吸收，吸附棉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处理；泄

漏量大时，可利用隔膜泵或 200L空桶将泄漏当其它含铬废物液进行转移，如有

必要请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3)当泄漏制止后，应立即更换相关的容器。 

（4)对泄漏地面进行冲洗，冲洗的废水交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进

行处理。 

4.2 废过期药品/试剂危险废物乱投乱放处臵 

    1)任何固体废弃物乱堆乱放，有可能污染环境，须报知工程运行部。 

2)对大量乱投放放的，相关部门要及时清理、打扫干净，运到指定的场所。 

    3) 工程运行部写出调查报告，上报公司副总经理，并提出纠正预防措施。 

    4)对可能造成污染的，首先要安排相关部门清理回收污染物，再查明原因进

行整改。  

5)对造成污染事故的部门需要作出处罚的，由工程运行部做出处理建议。处

理建议经工程运行部经理审查后上报公司副总经理批准。 

5 安全防护 

所有参与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应急处臵行动的成员到达污染事

件现场时，应根据泄漏危险废物的理化特性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要时应佩戴防

毒面具、穿防护服，防止烧伤、中毒或其它身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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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终止与善后处理 

6.1 应急终止 

     当危险废物的泄漏得到控制，没有新的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稳定到达正

常浓度水平的情况下，经征得技术专家组同意，现场总指挥下达指令，解除应急

状态，终止应急响应工作。 

6.2 善后处理 

6.2.1 应急处臵工作结束后，综合协调组联系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危

险废物进行安全处臵。 

6.2.2 现场处臵组做好应急装备、处臵场所的消洗工作。 

6.3 结果报告 

突发危险废物泄漏引起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应急办公室编制总结报告，按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的要求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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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现场处置预案之四 

 

4、突发生产废水超标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提高公司对突发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建立快速、有效的应

急响应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废水污染环境的风险。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废水污染环境防治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

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的应急响应。 

2 职责 

公司工程运行部负责公司的废水处理站管理，质量控制部负责运营，废水

组（分白班）负责全公司废水处理站运行。 

紧急情况发生时，废水处理站当班负责人（白班班长）应迅速成立以现场

处臵小组，进行先期处臵，待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赶到现场时，指挥权交应急领导

小组。先期处臵时，当班负责人为现场处臵组组长，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下： 

 

2.1 现场处臵小组组长负责指挥报警员、处臵员及现场维护员各司其职进行应急

响应。 

2.2 报警员立即报告废水超标情况，同时报告工程运行部经理；工程运行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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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超标事项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 

2.3 现场处臵员按本预案中的措施进行应急处臵。 

2.4 监测员快速采样分析，适时提交废水污染因子浓度等监测数据。 

3 突发生产废水超标排放事件致因与预防 

3.1 废水处理处理工艺 

公司生产废水主要是酒精蒸馏塔釜液、生产洗涤水和纯水站的废水，主要污

染物为乙醇、无机盐、SS、水溶性蛋白、核酸类物质、COD、酸、碱等。这部分

废水采用“气浮+厌氧+接触氧化”等工艺处理达标后排往市政污水管网，至南山

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深化处理。 

海普瑞公司废水处理站于 2001 年 1 月建成，当时设计处理量 20m3/d。由于

产能扩大，公司于 2014 年对厌氧池进行扩建以便满足生产需要，目前设计处理

量 30m3/d，实际处理量约为 10m3/d。 

污水处理站工艺流程简图如下： 

废水处理系统故障应急处置

废水处理不达标
废水应急池

厌氧池

AF处理器反洗水

排放流量计AF处理清水池沉淀池

接触氧化池 2号中间池 调节池

上清液
浓缩池

滤液

加药

气浮系统 中间池

滤渣外运

压滤机

加药

预处理池1号格栅井废水池废水（釜液、生产洗涤水、纯水站废水）

 

图 5海普瑞药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3.2 主要污染因子及废水处理情况 

废水主要污染物因子为 PH、悬浮物、COD、BOD、氨氮、总磷。 

3.2 废水超标排放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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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情形可能引起公司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1) 生产线清洗导致废水量骤增； 

2) 废水处理站停电或设备故障； 

3)监测设备误报警； 

4) 局部工艺变化或生产线变更或排水部门化学品变更； 

5) 火灾引起次生性废水污染； 

6）废水管网跑、冒、滴、漏； 

7) 其他情形； 

3.3 预防对策 

预防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的措施主要有： 

1)按照环保专员部门的规定，严格实行废水的总量控制量、废水量与污水

处理站的处理能力合理匹配。 

2)废水处理站加强与表面处理部等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当废水量或污染

因子浓度可能突然升高时提前发出预警信息。 

3)加强废水处理设备设施及废水管道的维护、管理，发现故障及时修复。 

4) 废水站主要设备也采用一备一用；公司采用专线供电，如停电，供电局

会提前通知，并且公司临时发电机也会在短时间内连续供电。 

5) 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废水处理操作规程，实行标准化操作；操作人员

外送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6)做好总排口的污染因子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7)定期清理废水池的污泥，并妥善存放、转运。 

4 应急响应 

4.1 常规废水监测 

4.1.1 公司常规废水监测项目和频率见下表 8。 

表 8 水质监测项目与监测频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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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备注 

COD 手工监测 

每季度一次 

委托深圳市华测检测

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测 

pH值 手工监测 

BOD 手动监测 

氨氮 手工监测 

总磷 手工监测 

 

4.1.2 深圳市中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例行采样监测项目（每月一次） 

废水主要污染物因子为 PH、悬浮物、COD、BOD、氨氮、总磷，其法规标准

见下表： 

表 9：《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南山污水处理厂设计进

水水质较严值    单位:mg/l 

序号 名称 标准限值 单位 备注 

1 pH 6-9                        mg/L  

2 悬浮物 ≤250                         mg/L  

3 COD ≤345 mg/L  

4 BOD ≤150 mg/L  

5 氨氮 35 mg/L  

6 总磷 ≤5 mg/L  

4.2 当公司的常规废水监测、在线监测发现总排放口的污染因子超过《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南山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水

质较严值后，应立即重复取样分析。在排除分析误差，采样失误等情况，确认系

污染因子超标后，化验室监测人员应向工程运行部经理报告，工程运行部经理第

一时间报告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在 15分钟内到达废水处理站，成立现场指挥部。 

4.3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视情况严重程度决定启动本预案。 

4.4 应急监测组对总排口的污染物每 30 分钟进行 1 次检测，数据应提交给专家

咨询组，专家咨询组将分析结论，污染演变趋势、控制建议提供给现场处臵组和

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 

4.5 确认废水超标时，应关闭总排口，将废水引入应急池 20m3
（4.5m×3×1.5m）。

当应急池的水位到达 50%时，现场总指挥通知生产部实施部分停产以减少废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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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当调节池水位到达 70%时，现场总指挥通知生产运营部门停产停排。 

4.6 废水超标事故的应急措施 

1）当 COD/BOD 超标时，应立即停止排水，切换应急阀门，启动应急管道系

统，将 COD/BOD超标原水泵入应急池中贮存，检查生化处理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查明原因后，泵入废水到原水池，在调节池中适当加入尿素（N）和磷酸二氢铵

（P）营养盐，使 COD：P：N=100:5:1，控制 PH 为 7-8，适当减少生化处理系统

的进水量，同时要观察生化池的处理效果，包括生化池上清液透明度、污泥颜色、

气味、挂膜情况，以便及时调整运行参数；在预处理池及中间池适当加大聚合氯

化铝及 PAM的添加量，增强混凝沉淀效果；增加对生化沉淀池的排泥次数，改善

进入水力混合排放池的水；更换 AF 处理器中的活性炭；增加取样化验次数, 采

取上述改善措施后, 每隔一个小时取样化验一次,直至测定结果脱离警戒区域并

将应急池中的废水按有机废水处理程序处理。 

2) 当氨氮超标时， 现场处臵组组长立即暂停排水，将排放口超标废水泵入

应急池，中间反应池适当加大氢氧化钠的添加量，使其 PH 值为 11~13，同时加

大接触反应池的曝气量；增加气浮系统的底部放空阀的排泥次数，改善进入生化

池的水质；增加有机沉淀池的排泥次数, 改善排放池的水质。增加取样化验的次

数, 采取上述措施后, 每半小时取样化验一次, 直到测定结果脱离警戒区域。 

3）当总磷超标时， 现场处臵组组长立即暂停排水，将清水池中超标废水泵

入应急池，并减少生化进水水量，加大预处理反应池石灰乳添加量；增加中间反

应池 PAC、PAM 的添加量，改善进入生化沉淀池的水质，增加取样化验次数, 采

取上述改善措施后, 每隔一个小时取样化验一次, 直至测定结果脱离警戒区域。 

4）当 PH超标时，在清水池中适当加入 NaoH和盐酸，控制 PH值在 7左右。 

5)当生产线换线清洗导致废水量骤增时，现场处臵组组长立即将生产废水泵

入应急池中，以减少入水负荷。待水量趋于正常时，将应急池中的废水再泵入原

水池，按废水处理流程进行处理。 

6)当废水处理站突然停电时，报警员应立即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现场处

臵组紧急启动备用发电机进行供电。来电后，按操作规程及时开启设备，恢复运

行。如长时间停电，则确保供电公司供电前备用发电机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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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废水处理设施故障时，及时与现场废水排放部门沟通，一面将现场废水

引入应急池中，一面并组织维修人员对故障设备进行及时更换或者维修，待设备

故障消除后，将应急池中的废水泵入反应池，按废水处理流程进行处理。 

8)局部工艺变化或生产线变更或排水部门化学品变更，导致废水指标异常

时，工程运行部经理报总经办行政总经理，申请生产运营部门停止排放。 

待生产运营部门提供提供新旧工艺变化示意图，化学品变更表、MSDS 以及

使用量，审核意见报告工程运行部经理，相关部门经理，经批准，取原水送样监

测，安排废水处理站对排水进行特别监控，水样合格后，恢复生产排水。 

9)监测设备误报警时，由废水处理通知仪表厂进行维修。 

10）若出现整个系统停电和设备故障情况下，如提升泵备用泵故障，工程

运行部、工程部对供电系统修复时间进行确认，若 1小时内可以进行修复的，工

程运行部与生产运营部进行沟通，维修期间暂停排废水或减少废水的排放量；若

修复时间超过 1小时的，与生产运营部沟通，调整生产计划，暂停生产，并执行

新的生产计划。 

11）废水处理站为地下式机构，若被暴雨浸入，应采取以下措施： 

——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电机被水浸泡漏电，以策安全； 

——通知生产部门暂停排水工序生产； 

——用沙包堵住浸水入口，按装临时应急泵，将废水处理站淹没的水体用

应急泵抽至站外； 

——检查废水处理站各运行泵和电机的运行情况，修复或更换被水浸泡的

设备； 

——待废水处理站恢复运行，通知生产部门运行生产。 

4.7 超标排放的后续处理 

4.7.1 由工程运行部及时通过电话与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进行沟通，然后以

书面的形式，把造成故障原因及整改措施等信息，上报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公司停产，待污水处理设备故障排除，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后，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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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对于发生污水处理设备故障超过 24小时以上不能修复的情况，工程运行部

须召集相关人员包括工程运行部部环保管理员，召开分析会，提出预防和整改措

施，并按照《环保危机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处理。 

4.7.3 工程运行部负责通过电话与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进行沟通；同时向公

司领导汇报。工程运行部及时组织污水处理相关人员召开事故分析会，分析造成

终水不达标的原因，确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工程运行部参加事故分析会。工

程运行部把事故分析结果，及须采取的调整和预防措施形成文字，上报公司副总

经理。 

4.8 如有必要，现场总指挥下令停止生产运营部生产，停止生产排水，减轻排水

压力。 

4.9 对于管道破裂泄漏的废水，应用沙包对雨水管道进行封堵，并进行拦截，对

于拦截的废水，指挥综合协调组通知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如可能通

知 2家以上环保公司），调集环保公司吸污车收集未经处理的废水实施紧急转运。 

5 现场恢复与应急结束 

5.1 监测数据证明污染物已达标时，可谨慎开闸排放废水，但每隔 1 小时应再取

样分析，连续三次确认各污染因子达标时，经专家组确认后可视为正常状态。 

5.2 进入正常状态后，现场总指挥通知生产运营部门恢复生产，宣布应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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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现场处置预案之五 

 

5、废气超标排放现场处置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提高公司对突发工业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建立快速、有效

的应急响应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废气污染环境的风险。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废气污染环境防治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工业废气超标排放事件的应急响应。 

2 职责 

公司工程运行部负责废气运行管理。紧急情况发生时，工程运行部应迅速

成立以现场处臵小组，进行先期处臵，待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赶到现场时，指挥权

交应急领导小组。先期处臵时，当班负责人为废气组组长，小组各成员的职责如

下： 

 

2.1 废气组组长负责指挥工程师、废气担当各司其职进行应急响应，并向上级领

导报告。 

2.2 废气担当负责监控视频中废气排放浓度变化，并负责向废气组长报告废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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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超标情况。 

2.3 工程师负责废气超标按本预案中的措施进行应急处臵。 

3 预防措施 

3.1 废气处理基本情况 

废气污染主要是锅炉废气、废水处理站臭气。 

锅炉使用天然气作为清洁燃料，几乎不含硫、粉尘和其他有害物质，燃烧后

烟气经管道高空排放；废水处理站臭气则采用“高能离子净化器氧化分解+活性

炭吸附”工艺处理后排放。 

废气处理量如下表所示。 

表 10 废气处理系统设计规模 

废气类型 系统编号 设计处理规模 对应工序 

臭气 系统 1 
风量：18000（m

3
/h） 

设备功率： 25kWh 

预处理池、1号中

间池、调节池、接

触氧化池等 

 

治理采用的是： 

（1）臭气处理工艺如下图： 

图 6 臭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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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水废气处理工艺流程描述 

公司的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气中的主要成分 H2S带有恶臭，

会对大气造成污染必须除去。污水站的废水池、预处理池、1号中间池、调节池、

接触氧化池、气浮系统以及压滤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专用管道收集后送入位于

主厂房天面的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厌氧池、2号中间池产生的废气经专用管

道收集后送入位于Ⅷ号楼天面的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该系统主要设备为：高

能粒子净化器、喷淋净化器、活性炭吸附器、引风机。污水废气净化处理系统主

要功能段如下： 

——高能粒子净化器 

主要利用高能粒子发生器产生的 O3+\O3-等高能粒子将恶臭气体中的硫化

氢、甲硫醇、二甲二硫、甲硫醚等致臭物质彻底氧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物质。 

——喷淋净化器 

利用喷淋循环液中的氢氧化钠和次氯酸钠的混合溶液，将废气中的还原性物

质吸收和部分氧化，达到净化的目的。喷淋净化器配套喷淋水泵 1台、加药泵 2

台和 pH和 ORP传感器各 1个。 

——活性炭吸附器：利用吸附器中活性炭的吸附能力，将恶臭废气中残余的

致臭物质吸附净化掉，达标排放。 

——引风机：克服净化设备和管道的阻力，为整个臭气净化处理系统提供动

力。 

 

3.3 预防措施 

预防废气超标排放的措施主要有： 

1)公司制定并严格执行废气净化操作规程，对废气处理设施定期检修，及

时更换药品或吸附物品。 

2)认真做到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所有可能产生废气的地点，均应安装

废气管道，并入废气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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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长效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发现泄漏危险即采取措施治理，不

得带病运行，以提高设备设施的安全可靠性。 

4)公司针对空气污染的风险特性，准备应急物质，如喷淋装臵、防毒面具

等，适当增加废气净化的药剂贮备，以便实施紧急处臵。 

5) 生产运营部废气产生部门应制定本部门的废气紧急事态应急规程，工程

运行部应对废气设备维护保养担当进行废气异常情况应急处臵方面的培训。 

6）公司应建立废气超标停产联动机制，以防废气超标现象导致的居民投诉

而引起公共事件。 

7）公司废气排放执行 DB44/27-2001的二级标准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检查项目  法规标准 mg/L 

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mg/m
3
） 

硫化氢 1.5 

氨气 0.05 

4 应急响应 

4.1 应急值班人员接到如下空气污染的报告时，应立即向公司应急领导小组负责

人汇报： 

1)发现的废气监测超标报告； 

2）员工因环境污染导致的身体不适； 

当工程运行部环保专员和工程运行部经理接到报告，工程运行部环保专员

和工程运行部经理在 15分钟内到达废气设施现场，成立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 

4.2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工程运营部废气管理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到达事件现场组

织废气设备维护保养担当以及相关应急力量开展处臵工作，如暂停废气塔运行，

检查排风机、引风机的电机马达是否运行正常；高能粒子净化器的过滤网是否堵

塞；喷淋净化器 pH 是否≥11，喷淋液是否正常出水；活性碳吸附是否饱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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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急处臵指挥部总指挥在故障排除之前应下令暂停相关废气生产线实施停

产指令。 

故障排除后，综合联络组立即联系深圳市南山区环境监测站对废气设施进行

监测，监测结果正常后，由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指令相关废气生产线恢复生产。 

4.4 若废气超标在短时间内不能有效控制，现场应急处臵指挥部视情况的严重程

度下达生产运营部全线停产指令。 

4.5 若废气管道泄漏，废气现场处臵小组到达现场后，应首先穿戴与污染物的危

险危害特性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应采用关闭废气处理设施、修补泄漏管道，

阻止臭气继续外泄。 

4.6 当空气污染事件超出公司的应急处臵能力时，按照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

应对预案》的规定，请南山区西丽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

水务局等上级部门予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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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污染现场处置之六 

 

6、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安全事故现场处置预案 

1   总 则 

1.1 目的 

对于突发的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件进行及时、高效应急处

臵，将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条例》及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突发受限空间（废水处理池、废气管道）作业引起事件的

应急响应。 

1.4 环境风险分析 

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易导致的事件范围及后果： 

1)中毒事件危害范围和后果： 

发生中毒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环境中

的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主要是一氧化碳、硫化氢等造成急性中毒。

中毒者一般会出现昏迷、惊厥、呼吸困难、休克等，引起全身各系统与组织的损

害，甚至造成中毒者死亡。 

2)缺氧窒息事件： 

发生缺氧窒息事件，其危害范围主要涉及到在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

环境中的作业人员、监护人员、救援人员。其危害后果主要导致中毒人员昏迷、

死亡（根据受限空间氧气含量及消耗量不同，其后果有轻有重）。 

4）废水处理设施受限空间： 

调节池、厌氧池、好氧池、应急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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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防措施 

2.1 公司或外来施工方人员进入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应事先向工程运行

部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同意获得污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后方可启

动作业程序。 

2.2 公司工程运行部部专职人员应对进入废水处理池、废气管道的作业的人员进

行安全交底。 

2.3 进入废水处理池作业前应关闭进、出水的管道阀门，排空池内废水，实施强

制鼓风换气，但严禁直接向废水处理池排放氧气或富氧空气。 

2.4 进入废气净化或除尘装臵作业前 1小时，应关闭排放废气的阀门，同时切换

至压缩空气系统吹扫臵换，不得直接向废水处理池排放氧气或富氧空气。 

2.5 空气臵换完毕，应检测受限空间中有毒物质含量，确认空气的含氧量不低于

18mg/m3。 

2.6 作业人员应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作业现场应配备呼吸器等应急用

品。动火作业还需配臵消防器材。 

2.7 作业人员进入受限空间过程中，应派人专人实施安全监护。当发现作业人员

出现中毒或窒息症状时，抢救者必须戴上防毒面具或自给式呼吸器方可进入施

救。 

2.8 需要动火作业时，应另行办理动火作业许可。 

2.9 受限空间照明电压不得大于 12V。 

2.10 作业结束，安全监护人员应确认现场处于安全状态后方可离开，并收回污

染防治设施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3  应急响应程序 

3.1 员工一旦发现已经发生了受限空间作业事件或发现受限空间有受伤人员，应

大声呼救，向周围员工发出救援信息，并立即向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3.2 监护人员在现场处臵组未赶到前用鼓风机事先准备好的移动式鼓风机进行

快速持续鼓风，然后按事前准备好的应急预案，迅速戴上过滤式防毒面具，并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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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绳子进入受限空间。 

3.3 现场处臵组赶到现场，立即戴上过滤式防毒面具，进入受限空间，协助监护

人员进行救援。 

3.4 现场处臵员先用安全带系好被抢救者两腿根部及上体，妥善提升使患者脱离

危险区域，避免影响其呼吸或触及受伤部位。 

3.5 抢救过程中，受限空间内抢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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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抢救人员撤离前，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3.6 救出伤员后，对伤员进行下述方式的现场急救，并尽快将伤员转送医院。 

3.6.1 中毒急救 

1)由呼吸中毒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到新鲜空气流通的地方。 

2)经口服中毒者，立即洗胃，并用催吐剂促其将毒物排出。 

3)经皮肤中毒者，必须用大量清洁自来洗涤。 

4)眼、耳、鼻、咽喉粘损害，引起各种刺激症状者，须分别轻重，先用清水

冲洗，然后尽快送往医院，由专科医生处理。 

3.6.2 缺氧窒息急救 

1)迅速撤离现场，将窒息者移到有新鲜空气的通风处。 

2)视情况对窒息者输氧，或进行人工呼吸等，必要时严重尽快送往医院，尤

医生处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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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意事项 

4.1 紧急救援时注意事项： 

1)禁止在情况不明或无防护情况下，现场处臵员盲目进入事件现场，须保证

人身安全。 

2)处臵员必须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呼吸器、工作服、工作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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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鞋、安全绳等），防止受到伤害。 

3)在就近安全地带紧急抢救受伤人员，必要时及时转送医院救治。 

4)紧急抢救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因一时抢救无效而轻易放弃抢救。 

5)若出现财产损失，在优先抢救人员的前提下，及时抢救财物，最大限度的

减少财产损失。 

4.2 在抢险的同时保护现场，以便进行事件调查。 

4.3 事件处理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检查，防治再次造成事件。同时保

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件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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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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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名单及联系方式 

类别 

保护目标名称 
相对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位置 

性质 
电话 

0755- 

 

环境

功能

区 

方位 距离（m） 人数（人） 

西丽街道办 东北 2900 约 350 政府机关 26730002 

南山区粤海街道办 东南 1200 约 300 政府机关 26413461 

南山街道办 西南 3200 约 300 政府机关 26475060 

桃源街道办 东北 4470 约 280 政府机关 26997114 

南山汽车站 西南 3200 约 500 敏感点 88895000 

南山直升机场 以西 970 约 70 敏感点 26971895 

松坪山公园 以东 750 约 50  82437763 

西丽人民医院 以北 2800 约 1000 社康区 26528903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

院 
西南 3440 约 2200 社康区 26553111 

深圳沙河医院 东南 3400 约 900 社康区 86658948 

龙珠医院 以东 4700 约 500 社康区 86258888 

深圳第二高级学校 以北 1600 约 4500 文教区 26502222  

深圳艺术学校 以西 1700 约 2500 文教区 83261726 

南山中学 西北 2700 约 6000 文教区 27758036 

深圳大学  以南 2500 约 34000 文教区 26536114 

南山外国语学校 东南 1500 约 3500 文教区 26632836 

南山区同乐学校 以西 1900 约 1500 文教区 26971473 

深大 1 号地铁站 以南 2100  重点保护

建筑 

88961033 

88960933 

科技园社区 东南 1200 约 80000 居民点 26502135 

马家龙社区 西南 1400 约 32000 居民点 26094730 

松坪山社区 以东 1200 约 60000 居民点 26507405 

同乐社区 西北 1800 约 40000 居民点 86021545 

曙光社区 以北 2000 约 70000 居民点 26545623 

西丽社区 以北 2400 约 90000 居民点 26627657 

南头城社区 西南 2400 约 130000 居民点 26500338 

高新区社区 以南 3600 约 48000 居民点 86152712 

粤桂社区 以南 3700 约 100000 居民点 26720071 

红花园社区 西南 3000 约 66000 居民点 26563229 

龙辉社区 东北 2200 约 21000 居民点 2654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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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社区 西南 3400 约 45000 居民点 26464298 

受纳水体 
公司生活污水经市政排污管道排入南山区南山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公司废水经废水处理

站处理，处理达标的废水排入西丽河，最终汇入珠江口西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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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废物与主要工业废物处理处臵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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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应急组织机构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应急小组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领导小组 
单宇 总经理 26980200-2000 —— 

严凤先 生产总监 26980200-1118 15002085571 

应急办公

室 

廖其源 工程运行部经理兼环保经理 26980200-1601 13510744849 

朱晓冬 环保专员 26980200-1602 13826559022 

综合协调

组 

 

廖其源 
组长：工程运行部经理兼环保

经理 
26980200-1601 13510744849 

李胜 副组长：安全管理部经理 26980200-2901 13922816006 

朱晓冬 环保专员 26980200-1602 13826559022 

安全保卫

组 

范传明 组长：安全主任 26980200-2999 13509656533 

何平 副组长：安防组长 26980200-2909 15926977190 

蒲应科 安防员 26980200-2909 17093427419 

杨应超 安防员 26980200-2909 13267170896 

陈先宏 安防员 26980200-2909 13907998194 

苏进宾 安防员 26980200-2909 18719288159 

应急监测

组 

朱晓冬 组长：工程运行部环保专员 26980200-1602 13826559022 

谈军 废水处理站员工 26980200-1257 13714870356 

杨长彬 废水处理站员工 26980200-1257 15817260017 

现场处置

组 

严凤先 
组长：生产总监 26980200-1118 15002085571 

朱晓冬 副组长：工程运行部主管 26980200-1602 13826559022 

牛君 生产部副经理 26980200-1295 18207559293 

郭传强 物控部经理 26980200-1102 13651419646 

刘家全 质量控制部经理 26980200-1801 13510414774 

杨兴伟 质量保证部经理 26980200-1702 13602584561 

资源保障

组 

郭传强 组长：物控部经理 26980200-1102 13651419646 

洪淑霞 副组长：后勤主管 26980200-2406 18923889036 

王林信 仓管人员 26980200-1100 1866589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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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家组通讯录 

姓  名 所在单位 职务或职称 移动电话 

黄小武 
深圳市南山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高工 13590391559 

黄建锋 龙岗区环境和水务局 高工 13902905908 

聂续勇 龙岗区环保科技服务中心 高工 13530060010 

王  石 
深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 
高工 13825207869 

施  阳 深圳市福田区环保水务局 高工 1382318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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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常用应急电话 

火警：119 

交通事件：122 

急救电话：120 

环境报警电话：12369 

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应急指挥中心：26730002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26401663、86719697 

深圳市南山区环境监测站：26978346 

市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27391395  

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83311053 

深圳市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0755-27264600  2729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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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应急物资一览表 

序号 名称或类型 数量 性能 存放位置 管理责任人 

1 灭火器 302个 用于扑灭初起火灾 
分布在公司厂房的

各区域 

范传明 

2 火灾报警系统 一套 用于对火灾的预警 分布在公司各区域 

3 消火栓系统 1套 火灾灭火 公司各区域 

 地下消防水池 1套 火灾灭火 公司地下室 

4 消火栓水箱 1套 火灾灭火 公司厂房楼顶 

5 消防沙桶 2个 防危化品泄漏 安全值班室 

6 潜水泵 2台 用于雨水应急转移 维修班 朱兆斌 

7 防火服 1套 消防队员用于个人防护 安全值班室 

范传明 

8 灭火防护服 2套 消防队员用于个人防护 安全值班室 

9 担架 1个 救助伤员用 安全值班室 

10 多功能水枪 2个 扑灭火灾用 安全值班室 

11 空气呼吸器 1套 消防队员个人防护 安全值班室 

12 消防斧 2把 救援破拆用 安全值班室 

13 消防剪 2把 救援破拆用 安全值班室 

14 消防锹 6把 铲沙、破拆 安全值班室 

15 消防腰带 2把 消防队员装备 安全值班室 

16 消防腰斧 2把 消防队员装备 安全值班室 

17 消防应急灯 24个 紧急疏散用 安全值班室 

18 
安全出口指示

灯 
16个 紧急疏散用 公司厂房的各区域 

19 安全锤 4把 紧急疏散用 厂房玻璃门通道 

20 半面罩 6个 呼吸系统防护 安全值班室 

21 全面罩 3个 呼吸系统防护 安全值班室 

22 地上栓扳手 2 开启室外消火栓 安全值班室 

23 消防沙袋 12个 
危化品泄漏及防台风应

急 
安全值班室 

24 对讲机 12台 通讯联络用 维修班、及安全部 

25 喊话器 1个 声音嘈杂时传达信息 安全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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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或类型 数量 性能 存放位置 管理责任人 

26 吸附棉 12条 处置腐蚀品泄漏 安全值班室 

27 雨鞋 6双 台风应急个人防护 安全值班室 

28 雨衣 6套 台风应急个人防护 安全值班室 

29 绝缘手套 2双 电气操作用 维修班 
朱兆斌 

30 绝缘鞋 6双 电气操作用 维修班 

31 消防钩 2把 触电救援用 安全值班室 范传明 

32 安全帽 12顶 台风应急个人防护 工程运行部 朱兆斌 

33 红外热像仪 1台 
电气设备、线路、发热

物体温度监控检测。 
工程运行部 电气工程师 

34 
可燃气体浓度

检测仪 
1台 

对可燃气体的浓度进行

检测 
锅炉房 汪海军 

35 安全绳 2条 消防抢险个人防护 
工程运行部、安全值

班室 

朱兆斌、范传

明 

36 闭路监控 1套 现场情况监控 闭路监控室 刘功海 

37 药箱 3个 用于受伤员工紧急救护 
安全值班室、生产部

和 QC部办公室 

何平、陈瑶、

张青霞 

38 消防泵 4台 火灾灭火 消防泵房 范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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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厂区地理位臵图和周边水系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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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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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厂区四邻关系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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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公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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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公司雨水、污水管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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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紧急疏散图 

 

 

 

紧急集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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