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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1、总则

1.1 适用范围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包含综合

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综

合应急预案是公司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程序、措施和应急处置的总纲。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是公司针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现场处置方案，是公司针对生产、储

运设施发生的不同事故、事件类型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适用于公

司生产过程中突发的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等致使人员伤亡

及财产损失或导致企业生产中断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1.2 响应分级

应急处置与救援是事故发生后的首要任务，包括企业自救、外部助救

两个方面。事故的应急响应与分级处置，是针对不同风险给出事故的应急

救援响应级别，并采取相应的风险减轻和控制措施。按照事故可控性、严

重程度、影响范围，事故应急响应级别分为三级：一级响应（外部救援）、

二级响应（公司控制）、三级响应（车间控制）。

响应分级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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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响应（外部救援）：利用外部资源控制，发生危险品大量泄漏、

发生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影响范围超出公司，造成人员死亡、财

产损失。

2、二级响应（公司控制）：利用公司资源能够控制，发生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火灾、中毒等，影响范围在公司内部，造成人员轻伤、

轻微中毒事故。

3、三级响应（车间控制）：利用车间资源控制，发生少量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发生较小火灾、中毒等诸多事件、事故，影响范围在

车间，造成人员轻伤、财产损失，设备、安全设施故障，人员严重违章，

事故前兆，发生停水、停电、泄漏、生产装置异常，致使生产受到影响等

诸多事故前兆。

2、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公司成立事故应急指挥部和应急救援专业小组，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

在安全部，日常工作由安全部负责。应急小组涵盖了全公司各相关部门人

员，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全公司人员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组织体系方框图

如下：

应急指挥部

通讯联络组 应急救援组 物资供应组

应急指挥办公室

警戒疏散组 设备抢修组消防灭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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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成员及职责：

序号 应急机构 负责人 应急职责

1

应

急

指

挥

部

指挥长 总经理 吴悲鸿

（1）组织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3）确保资金到位；

（4）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5）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6）明确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具体职责；

（7）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的上报工作；

（8）接收政府的指令和调动；

（9）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10）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11）负责事故善后处理。

成员

崔富民

陈淑敏

王国庆

高志会

2

副指

挥长
安全副总 田维波

协助指挥长完成下列工作，指挥长不在时单独完

成以下工作：

（1）协助指挥全公司的应急救援工作；

（2）参与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3）协助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4）协助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5）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分工组织；

（6）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7）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8）协助事故善后处理。

（9）负责事故处置时生产系统开、停产与调度工

作，事故报警、情况通报。

成员
马伟英

刘向阳

3

通

讯

联

络

组

组长 副总经理 陈淑敏 （1）负责通讯联络信息的制定和更新，负责通讯

器材的提供、维护，并保证能正常使用；

（2）发生事故时的报警，联络，通讯事项和事故

信息的发布、交流，完成应急指挥部布置的其他

任务。

成员
郑玉奇、王圆圆、李

凝芳、张圆、渠磊

4

警

戒

疏

散

组

组长
安全部

副主任
王宁宁

（1）根据小组发布的危险范围布置安全警戒，禁

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并担任安全巡

逻任务；

（2）负责疏散路线的制定，现场人员及周边人员

的疏散、撤离，设置警戒线，实行区域内的交通

管制，指挥救援车辆及治安保卫工作；

成员
刘志兵、朱邦云、王

兴祥、朱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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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

急

救

援

组

组长
安全部

主任
化栋

（1）负责现场附近安全区域建立临时医护点，负

责现场受伤人员、危重伤员救治、护理，护送去

医院、其他伤员的运送、医疗救护指挥及中毒、

受伤人员分类抢救和护送转院工作，负责抢救受

伤、中毒人员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2）负责事故状态下大气环境、水、土壤的检测，

事故周边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浓度，确定安全

区域和疏散隔离距离；

（3）完成应急指挥部布置的其他任务。

成员

许静静、张彩霞、杜

梅慧、杨素青、赵纯

阳

6

消

防

灭

火

组

组长 车间主任 王步永 （1）负责救援方案的制定、组织、现场控制；

（2）负责设备、管线的应急抢修、修复、堵漏、

焊接、设备事故处置，设备保养、维护，工程抢

险抢修；

（3）负责灭火方案和制定、火势控制、火灾扑救；

（4）负责事故现场及有关有害物质扩散区域内

的洗消、监测工作。

副组长

王步飞、王田永、张

伟涛、王会博、安小

龙

成员
各车间班长、当班操

作工各两人

7

设

备

抢

修

组

组长
动力设备

部总监
高志会

（1）负责设备、管线的应急抢修、修复、堵漏、

焊接、设备事故处置，设备保养、维护，工程抢

险抢修；

（2）负责现场倒罐作业，泄漏液体收集，负责事

故现场及有关有害物质扩散区域内的洗消工作；

（3）事故处置工作；

（4）完成应急指挥部布置的其他任务。

成员

梁远乾、王楠、陈延

锋、李小波、陈军旗、

马世杰

8

物

资

供

应

组

组长
采购部经

理
王建军

（1）负责应急器材、消防器材、救援物资的供应

工作，设备抢修物资的供应工作；

（2）外部应急资源的联系负责对受伤者、罹难者

家属予以慰问和安排事宜；

（4）完成应急指挥部布置的其他任务。

成员
申英霞、马英、付菊

辉、马海乾、张瑞华

3、应急响应

3.1 信息报告

3.1.1 信息接报

1）应急值守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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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为：0393-8910357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0393-6112350

濮阳市事故举报电话：12350

消防报警：119

公安报警：110

医疗急救：120

2）事故信息接收、内部通报程序

公司发生事故或出现事故征兆、生产系统异常等有可能发生事故时，

当班人员应在第一时间以电话、呼叫等方式报告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控制

室）或直接报告带班领导，视事故、事件的紧急程度或发展趋势报告指挥

长（或副指挥长）。

当发生事故公司启动一起响应或发出一级预警时，现场人员应报告指

挥长，研判后立即报警，应急指挥长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救援处置。一级预

警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应于 1h 内向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及有关单位通报事故情况。

预警信息发布方式采用呼叫、报告、电话、微信、启动报警器等方式。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1）事故征兆、生产异常情况或事故概况；

2）事故发展的趋势、影响范围或事故发生的时间、详细地点以及事故

现场情况。

3）事件或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采取的控制措施及应急处置情

现场人员发现异情 应急指挥办公室/带班领导 总指挥 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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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4）事故可能或已经造成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继续救援所需的专业人员和抢险设备、器材等；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信息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续报。

3.1.2 信息处置与研判

接警人员接到事故或有可能发生事故信息后，即刻组织对事故、事件

进行研判，按照事故的紧急程度分别处置。需要启动应急预案时，由指挥

长（或副指挥长）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组织有关

力量进行救援，疏散人员，控制危险源，避免事故扩大。

处置与研判的程序和要求：

1）接警

发现险情后，现场人员立即通知班组长，班组长通知公司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研判，视事故、事件的紧急程度或发展趋势报

告指挥长（或副指挥长）。

2）启动预案

若发生三级生产安全事故，车间主任按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规定的处

置程序、处置措施进行处置。

当三级生产安全事故继续扩大，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时，车间主任或带

班领导向应急指挥部报告，扩大应急，进行二级响应。在应急指挥部到达

现场后，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立即移交指挥权，并服从指挥。指挥权移交

之前，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不得停止事故抢险和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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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二级生产安全事故，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公司应急指挥部接到事故报警后，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情况发出通知，启

动相应的救援预案，应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现场一切抢救事宜

由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不在场时由副总指挥负责。

应急预案启动后，各职能单位及应急救援小组应按相关程序进行救援。

在公司指挥部到达现场前，公司值班领导统一指挥采取紧急措施，准

确判断泄漏源的品种、位置、泄漏量和压力、温度、反应速度等重要参数

的偏差范围并对其进行正确处置，避免事态扩大。

根据所发生的事故类型和大小，调配公司的应急救援装备和设施；发

生公司不能控制的事故或者缺少应急救援设施时，立即请求上级部门给予

协调解决。

3）扩大应急

当生产安全事故事故继续扩大，或发生一级生产安全事故，按一级响

应程序，由指挥部总指挥向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

在政府应急指挥机构赶到现场后，应立即移交指挥权，并汇报事故情况、

进展、风险以及影响控制事态的关键因素等，服从政府应急指挥机构的指

挥。指挥权移交之前不得停止事故抢险和处置工作。

发生一级响应时，事故信息发布则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应职能部

门统一对外发布。发布途径和发布方式包括：电视、广播、微信等。一级

响应事故，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应职能部门应立即关注微信的传播，采

取有效措施管控微信传播的途径，消除不良影响。同时濮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相应职能部门应在第一时间在主流媒体上及时发布事故信息。

3.2 预警

3.2.1 预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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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电工等应按时对生产现场进行巡逻检查，及时

发现事故苗头；班长每天检查装置区、罐区、装卸作业区等重要防护目标。

公司管理人员经常检查重大危险源设施、工艺指标的执行情况，杜绝超温、

超压、超负荷、超液位情况，每周进行隐患排查；车间领导每天检查罐区

及装置区重要防护目标；公司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车间管理人

员及时消除检查发现的问题及隐患。现场人员负责危险品的监控，采取相

应的安全措施，罐区及装置区等重点监控目标，设有可燃气体报警仪进行

实时监控，现场安装有视频监控，操作室设有工艺连锁及工艺报警监控。

按照双预控识别的风险等级，各责任部门明确职责，按照危险等级管控危

险目标。

预警的条件为：危险化学品的泄漏和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征兆；可

燃气体报警仪发出警报；生产车间、罐区火灾报警仪发出警报；操作人员

发现液体危险物料泄漏；现场出现危险化学品泄漏或火情，难以控制；有

发生火灾或人员中毒、人员受伤害的事件；操作发生参数偏离、生产状况

异常并且通过操作调整，难以恢复至正常生产状态；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

其他状况。

按照事故事故前兆和危险化学品发生事故的紧急程度及影响范围，预

警级别分为三级。

一级预警：危险品大量泄漏或发生人员中毒、火灾、爆炸事故，影响

超出本单位控制范围，可能影响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企业，造成较大社会

影响。

二级预警：危险品发生少量泄漏或发生较小规模火灾事故，能在本单

位进行控制，影响范围在本公司，不会造成社会影响。

三级预警：车间、罐区发生少量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发生

较小火灾、中毒等诸多事件、事故，造成人员轻伤、财产损失，或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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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异常，设备、安全设施故障，人员严重违章，事故前兆，影响范围在本

公司，不会造成社会影响。

预警范围：一级预警先向本单位各岗位发布，并立即向开发区应急管

理局报告，同时向附近居民社区报告，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二级预警只

限本单位的各岗位发布。

预警方式采用报告、对讲机、电话、微信、钉钉等方式。

3.2.2 响应准备

预警信息发出后，公司应按预警级别进行预警干预，做好应急响应准

备。三级预警时操作人员立即向车间主任报警，由车间主任报告带班领导

并向相关车间发布预警信息，由车间主任指挥车间应急小组人员到位，按

照操作规程和事故处置要求，做好响应准备。

二级预警现场人员应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办公室值班人员立即

报告指挥长，启动现场火灾报警器，向全厂进行紧急报警。二级预警时只

限本公司的各车间、岗位发布预警信息，由指挥长召集各专业小组到位，

按照职责做好应急响应准备。

一级预警时现场人员应立即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办公室值班人

员应立即报告指挥长。启动现场火灾报警器，向全厂进行紧急报警，发布

预警信息，指挥长同时报告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

周边企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由指挥长召集各专业小组到位，按照职责

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同时与消防、医疗、公安（报警电话：119、120、110）

等专业力量和与周边企业保持联系，随时请求支援。

3.2.3 预警解除

预警解除的条件：经车间应急小组进行预警干预或公司应急指挥部进

行处置，对事故进行了处置和控制，可能发生事故的条件消除，生产恢复

正常，系统运行稳定后，即可解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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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解除的方式：按照预警级别，三级预警由车间主任解除，二级预

警或一级预警由指挥长分别对公司内部发布解除信息，公司生产恢复正常

状态。

3.3 响应启动

3.3.1 响应级别

响应级别分为三级：一级响应（外部救援）、二级响应（公司控制）、

三级响应（车间控制）。

3.3.2 响应程序

事故发生

接 警

警情判断

响应级别

信息反馈

N 关闭

应急启动

Y

救援行动

Y

事态控

应急恢复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Y

应急资源调

通讯网络通畅

现场指挥到

救援小组到位

扩大应急
N

外部支援

善后处理

接触警戒

现场清理

事故调查

应急救援

物资供应

通讯联络

警戒疏散

消防灭火

专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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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应急会议召开

发生一级、二级应急响应时，由公司应急总指挥负责启动应急预案，

召集组织各专业救援小组人员成员、公司各项保障措施及负责部门、人员

召开应急会议，介绍事故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救援行动方案，部署专业应急

小组的任务和应急物资准备、调配情况，部署后勤保障任务，水、食品、

服装等保障措施及通信联络任务。

发生三级应急响应时，由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召

集班组成员召开应急会议，介绍事故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救援行动方案，部

署救援任务。

3.3.3 信息上报

（1）生产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后，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当事故继续扩大，

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时，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向应急指挥办公室报告，扩大

应急，事故持续发展的，每半小时报告 1次。

（2）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告后，要做好记录，并立即向应急救援

指挥部总指挥报告。

（3）需上报地方政府的事故，应急总指挥应当于 1 小时内向濮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联络电话见附件。公司负责人（总

指挥）或负责人指定专人与外界新闻舆论沟通。

3.3.4 资源协调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公司应急物资，具体见附件应

急物资清单，相关应急物资及时调配至应急救援现场。及时拨打医疗 120

救援电话，依托濮阳市人民医院进行医疗救援。同时积极协调周边企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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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消防水带、应急车辆等应急物资，确保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3.3.5 信息公开

发生一级响应时，事故信息发布则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应职能部

门统一对外发布。公司只负责二级响应、三级响应的信息发布，发布范围

仅限于公司内部。二级响应、三级响应的信息的发布由安全部统一发布。

事故信息应全面、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得有虚假成分。

发布途径和发布方式包括：电视、广播、微信、钉钉等平面媒体和网

络媒体等。一级响应事故，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应职能部门应立即关注

微信的传播，采取有效措施管控微信传播的途径，及时消除不良影响。同

时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相应职能部门应在第一时间在主流媒体上及

时发布事故信息。

3.3.6 后勤及财力保障

公司物资供应组应按照指挥长的指令，迅速调派救援物资，保障通信

联络、供电控制、水源保障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将救援物资以最快的

速度送达事故救援现场。财务部门应保障公司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的及时

到位。

3.4 应急处理

3.4.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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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氢气

急救方法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氧。如呼

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泄露处理

泄漏应急处置：消除所有点火源。根据气体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

侧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穿防

静电服。作业时使用的所有设备应接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喷雾状水抑制蒸气

或改变蒸气云流向。防止气体通过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若泄漏

发生在室内，宜采用吸风系统或将泄漏的钢瓶移至室外，以避免氢气四处扩散。

隔离泄漏区直至气体散尽。

作为一项紧急预防措施，泄漏隔离距离至少为 100m。如果为大量泄漏，下风向的

初始疏散距离应至少为 800m。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尽可

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氢火焰肉眼不易察觉，消防人员应佩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服进入现场，注

意防止外露皮肤烧伤。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2）异戊二烯（2-甲基-1,3-丁二烯[稳定的]）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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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

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

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

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3）马来酸酐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露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酸碱工作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

场所。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泡

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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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丁二烯[稳定的]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泄露处理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用

工业覆盖层或吸附/ 吸收剂盖住泄漏点附近的下水道等地方，防止气体进入。合

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

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漏气容器要妥

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5） 1,3-戊二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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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保暖并休息。呼吸困难时

给输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露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理

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可减

少蒸发。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运至废物处理

场所。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经稀释的洗液放入废水系统。如

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灭火方法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

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6） 甲基环戊二烯

急救方法

吸 入: 如果吸入，请将患者移到新鲜空气处。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如有不适感，就医。

眼晴接触: 分开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立即就医。

食 入: 漱口，禁止催吐。立即就医。

泄露处理

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体收集在可密闭的容器中。用沙土、活性炭或其它惰

性材料吸收，并转移至安全场所。禁止冲入下水道。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

收容。封闭排水管道。用泡沫覆盖，抑制蒸发。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避免使用直流水灭火，直流水可能导致可燃性液体的飞溅，使火势扩散。

灭火剂：水雾、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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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氢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酐＞0.05%]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 入：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保持有利于呼吸的体位。如有不适，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就医

食 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露处理

通知在场人员离开到空气新鲜处，作业人员穿戴防护用品进入现场清除收容泄

漏物料。人工用搓斗收料，装在聚丙烯编织袋内衬塑料袋中。附着物或收集物

应立即根据合适的法律法规废弃处置。

灭火方法

发生火灾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切断泄漏源，从上风处进入现场。使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储存在在阴凉、通风良好的仓库内，远离火种、热源。保持容器密封。储区应

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8）二聚环戊二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吸 入：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休息，保持有利于呼吸的体位。如有不适，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就医

食 入：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皮肤接触后可在皮肤或眼睛上可能引起发炎。通过吸入或皮肤接触可能造成敏

化作用。

泄露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

罩），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若大量泄

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发生火灾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切断泄漏源，从上风处进入现场。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9）正戊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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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

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

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

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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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混合碳五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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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干燥的砂土或其他不燃

材料吸收或覆盖，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收集于容器中。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

挖坑收容。用防爆、耐腐蚀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

剂：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11）乙二醇

急救方法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洗胃，导泄。就医。

皮肤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泄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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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

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

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2） 正丁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肥皂水或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

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若是

液体，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少量

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

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灭火方法 用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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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氮（压缩的）

急救方法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术。就医。若有冻伤，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应急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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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般作业工作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灭火方法 本品不燃，切断气源。

（14）四氢呋喃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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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

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

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喷雾状水冷却和稀

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把泄漏物稀释成不燃物。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

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15）正己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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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
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
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
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
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二氧化碳、
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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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甲基叔丁基醚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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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
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
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
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
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7）叔丁基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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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活性炭或
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
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 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
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泡
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18）丙烯酸甲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放毒面具，穿化学防护服。少量泄漏：用砂土
或其它不燃材料吸收或吸附，也可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
移至专用收集器，回收或运到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遇大火，消防人员须在有防
护掩蔽处操作。灭火剂：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但可用水保持火场中容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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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二氯乙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
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一般消防防护服。在确保安全情
况下堵漏。喷水雾会减少蒸发，但不能降低泄漏物在受限制空间内的易燃性。
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也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利用围堤收容，然
后收集、转移、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灭火方法
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如果该物质或被污染的流体进入水路，
通知有潜在水体污染的下游用户，通知地方卫生、消防官员和污染控制部门。

（20）环戊二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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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
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
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
化碳、砂土。用水灭火无效。

（21）乙醇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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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
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
火剂：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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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二氯丙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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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不要直接

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

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

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

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灭
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23）氯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误服者给充分漱口、饮水，尽快洗胃。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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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

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

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

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

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

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

束。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24）双环戊二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
面具（全面罩），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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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溴己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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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
土或其它不燃材料吸附或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液刷洗，
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泡沫、二氧
化碳、干粉、砂土。

（26）咔唑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防尘面具（全面罩），
穿防毒服。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至安全场所。
若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戴好防毒面具，在安全距离以外，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水、
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27）镁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
穿防静电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避免扬尘，用洁净的铲子收
集于干燥、洁净、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大量泄漏：用塑料布、帆布覆盖。
在专家指导下清除。

灭火方法
严禁用水、泡沫扑救。最好的灭火方法是用干燥石墨粉和干砂闷熄火苗，隔绝空
气。施救时对眼睛和皮肤须加保护，以免飞来炽粒烧伤身体、镁光灼伤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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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使用无火花工具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中，转移回收。

灭火方法
干粉、砂土。如果该物质或被污染的流体进入水路，通知有潜在水体污染的下游
用户，通知地方卫生、消防官员和污染控制部门。

（29）正丁基锂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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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

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

堤或挖坑收容。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

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干粉、干砂。禁止使
用水、泡沫或卤化物灭火剂。

（30）锂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就医。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
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小量泄漏：收入金属容器并保存在煤油或液体石
蜡中。大量泄漏：与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确定清除方法。

灭火方法
禁止使用水、泡沫或卤化物灭火剂。用二氧化碳与干粉也无效。最好的灭火方法
是用干燥石墨粉和干砂闷熄火苗，隔绝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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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碘甲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就医。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
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立即隔离 150m，严格

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

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
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土、
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
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灭火剂：雾状
水、泡沫、二氧化碳、砂土。

（32）环氧氯丙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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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钟。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输氧，
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立即用水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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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
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流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小量泄漏：用砂
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
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必须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或隔离式呼吸器、穿全身防火
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
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置
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雾状水、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砂土。

（33）三氯化磷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尽快用软纸或棉花等擦去毒物，继之用 3%碳酸氢钠液浸泡。然后用
水彻底冲洗。就医。
眼睛接触：尽快用软纸或棉花等擦去毒物，然后用水彻底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注意保暖，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
工呼吸。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给饮牛奶或蛋清。立即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合理通风，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
勿使泄漏物与可燃物质(木材、纸、油等)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
减慢挥发(或扩散)，但不要对泄漏物或泄漏点直接喷水。用沙土、蛭石或其它惰
性材料吸收，然后收集逐次以小量加入大量水中，静置，稀释液放入废水系统。
如果大量泄漏，最好不用水处理，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清除。废弃物处置方法：废
料用水分解后，生成磷酸和盐酸，用碱中和，再用水冲稀，排入下水道。

灭火方法 干粉、二氧化碳。禁止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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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氢氧化钾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立即用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若有灼伤，就医治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或用 3%硼

酸溶液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患者清醒时立即漱口，口服稀释的醋或柠檬汁，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隔离泄漏污染区，周围设警告标志，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防毒面具，

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用洁清的铲子收集于干燥净洁有盖的容器

中，以少量加入大量水中，调节至中性，再放入废水系统。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

经稀释的洗水放入废水系统。如大量泄漏，收集回收或无害处理后废弃。

灭火方法 用水、砂土扑救，但须防止物品遇水产生飞溅，造成灼伤。

（35）邻氯甲苯

急救方法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肥皂水或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泄漏处理

泄漏处理：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消防防护服。若是液体，尽可能切

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少量泄漏：用活性炭或其它

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大量水冲洗，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大量泄漏：构

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若是固体，用洁净的铲子收集于干燥、

洁净、有盖的容器中。

灭火方法 用抗溶性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灭火。

3.4.2、化学事故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

化学事故一般包括火灾、爆炸、泄漏、中毒、窒息、灼伤等类型。一

旦发生化学事故，迅速控制泄漏源，采取正确有效的防火防爆、现场环境

处理、抢险人员个体防护措施，对于遏制事故发展，减少事故损失，防止

次生事故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化学事故应急处置的基本程序

1)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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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突发性化学事故时，应立即向 119 报警。报警时应讲清发生事

故的单位、地址、事故引发物质、事故简要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

2)警戒疏散

事故发生后，应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热所涉及的范

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一般易燃气体、蒸气泄漏是以下风向气体浓度达到该气体或蒸气爆炸

下限浓度 25％处作为扩散区域的边界；有毒气体、蒸气是以能达到“立即

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浓度(IDLH)”处作为泄漏发生后最初 30min 内的急性中

毒区的边界，或通过气体监测仪监测气体浓度变化来决定扩散区域。

在实际应急过程中，一般在扩散区域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的缓冲区，

作为警戒区。

3)人员疏散

疏散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

撤离是指把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一

般是从侧上风向撤离，撤离工作必须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就地保护是指人进入建筑物或其他设施内，直至危险过去。当撤离比

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可采取就地保护。指挥建筑物内的人，

关闭所有门窗，并关闭所有通风、加热、冷却系统。

4)技术支持

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

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事故发生后，有关人员要立即准备相关技术资料，咨询有关专家或向

化学事故应急咨询机构咨询(如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专线 0532—

83889090)，了解事故引发物质的危险特性和正确的应急处置措施，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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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提供依据。

5）工程抢险和人员搜救

应急抢险组应配齐所需工具及备用器材迅速赶至现场，根据现场组长

制定的救援方案进行事故的现场抢险、抢修或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进

一步扩大。同时搜寻遇险和被困人员，将其移至安全区域。

6）人员防护的要求

a 进人火场人员必须穿防火隔热服、佩戴防毒面具；

b 现场抢救人员或关闭火场附近气源闸阀的人员．必须用移动式消防

水枪保护；

c 如有必要身上还应绑上耐火救生绳，以防万一。

7）医疗救治

应急救援组根据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受伤类型和受伤程度不同，选择专

业或相应医院对在事故中受伤人员妥善安排救治；对员工进行心理咨询，

以消除恐慌心理。

8）现场监测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产生的泄漏物全部搜集完毕，对现场污染物进行检

测，监测合格后方可达标排放。

9）环境保护

事故抢救抢险结束后，对现场进行清洗、消毒，对泄漏燃烧的油品、

溶剂等污染物采用沙土围堵，并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回收单位进行收集、处

置。事故废水排放至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合格后达标排放。

（2）化学事故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

1)火灾爆炸事故处置的一般原则

A.进入火灾现场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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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现场应急人员应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b消防人员必须在上风向或侧风向操作，选择地点必须方便撤退；

c通过浓烟、火焰地带或向前推进时，应用水枪跟进掩护；

d加强火场的通讯联络，同时必须监视风向和风力；

e铺设水带时要考虑如果发生爆炸和事故扩大时的防护或撤退；

f要组织好水源，保证火场不间断地供水；

g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B.火灾扑救的一般原则

a 首先尽可能切断通往多处火灾部位的物料源，控制泄漏源；

b 主火场由消防队集中力量主攻，控制火源；

c 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

d 在火场中的容器突然发出异常声音或发生异常现象，必须马上撤离：

e 发生气体火灾，不能切断泄漏源的情况下，不能熄灭泄漏处的火焰。

D．不同化学品的火灾控制

化学品种类不同，灭火和处置方法各异。针对不同类别化学品要采取

不同控制措施，以正确处理事故，减少事故损失。

2)危险品泄漏事故处置的一般原则

泄漏控制包括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控制。

A 泄漏源控制

泄漏源控制是应急处理的关键。只有成功地控制泄漏源，才能有效地

控制泄漏。企业内部发生泄漏事故，可根据生产情况及事故情况分别采取

停车、局部打循环、改走副线、降压堵漏等措施控制泄漏源。如果泄漏发

生在储存容器上或运输途中，可根据事故情况及影响范围采取转料、套装、

堵漏等措施控制泄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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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泄漏源控制的应急人员必须穿戴适当的个体防护用

品，配备本安型的通讯设备，不能单兵作战，要有监护人。

B 泄漏物控制

泄漏物控制应与泄漏源控制同时进行。对于气体泄漏物，可以采取喷

雾状水、释放惰性气体等措施，降低泄漏物的浓度或燃爆危害：喷雾状水

的同时，筑堤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防止污染水体。对于液体泄漏物，可

以采取适当的收容措施如筑堤、挖坑等阻止其流动，若液体易挥发，可以

使用适当的泡沫覆盖，减少泄漏物的挥发，若泄漏物可燃，还可以消除其

燃烧、爆炸隐患。最后需将限制住的液体清除，彻底消除污染。

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泄漏物控制的应急人员必须穿戴适当的个体防护用

品，配备本安型的通讯设备，不能单兵作战，要有监护人。

3)中毒窒息事故处置的一般原则

A 现场救治

a 将染毒者迅速撤离现场，转移到上风向或侧上风向空气无污染地区；

b 有条件时应立即进行呼吸道及全身防护，防止继续吸入染毒；

c 对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采取心肺

复苏措施，并给予吸氧；

d 立即脱去被污染者的服饰，皮肤污染者，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彻

底冲洗；眼睛污染者，提起眼险，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

e 经上述现场救治后，严重者送医院观察治疗。

3.5 应急支援

应急支援的程序和要求：当发生一级响应时，首先启动公司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向上级报告后，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濮阳经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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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公司指挥长的指挥权交由相应专业救援

组织的领导进行指挥，公司应急指挥部人员配合上级部门的救援工作和专

业人员的处置。

3.6 响应终止

响应终止的条件和责任人：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应急指挥部批准后，总指挥宣布应急

救援结束，应急救援人员撤离现场。

响应终止的要求：响应终止后，要及时召开事故调查总结会，通报事

故情况。公司员工不信谣、不传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公司员工要充分

利用会议、微信、网络等形式，正确引导舆论，消除事故带来的消极影响。

同时要密切关注媒体及网络，及时将社会舆论情况向公司总经理汇报。

响应终止后，安全部应将事故简要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经公司审批后

上报至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及有关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应进行救援

总结，同时对应急求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改进。

发生安全事故，若政府部门派出事故调查组，应急指挥部积极配合调

查组的工作，将有关情况及相关资料移交给事故调查小组进行处理。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结束后，应明确：

3.6.1、事故情况上报事项：内容包括：

（1）发生事故的单位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2）事故单位的简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4）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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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6）事故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3.6.2、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事项；

3.6.3、事故应急工作总结报告。

4、后期处置

4.1 现场保护

二级响应及以上安全事故发生后，指挥人员指定专人在事故原发点安

全距离外用黄黑带设立警戒线，除指挥洗消救援等专业人员外，其他人员

严禁入内，做好现场保护，事故处理结束后，仍要求 48h 内有专人负责。

4.2 污染物处理

未经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允许，事故现场不得清理。因抢险救护必须移

动现场物件时，要做好标记，移动前妥善保留影像资料。

事故抢救抢险结束后，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抢险救援小组对现场进行清

洗、消毒，对泄漏化学品、事故废水等污染物采用沙土围堵，并委托有资

质的危废回收单位进行收集、处置。

4.3 人员安置

公司要负责伤亡人员和家属、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确保必要医疗条

件。负责接待和安抚伤亡职工家属，进行伤亡赔偿和其它善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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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事故调查

根据发生事故的严重程度，二级响应及以下事故按公司《事故/事件管

理制度》由公司安全部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一级响应事故如政府派出调

查组，则公司各单位负责配合政府调查组的工作，对安全事故处理按照“四

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认真处理，写出事故调查报告，并按规定上报至有

关部门。

4.5 生产秩序恢复

事故响应终止后，经事故调查组同意，进入生产秩序恢复阶段。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以及生产部、动力设备部联合制定开车方案，以确保恢复生

产时的安全。

4.6 能力评估及预案修订

安全部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记录、抢险方案、总结等文件，

组织相关部门对抢险过程、救援能力、应急预案进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

和意见，并对预案进行修订。

5、应急保障

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公司建立健全值班值守制度，应急值守机构为公司应急指挥部（控制

室），设置固定办公场所、配齐工作设备设施，配足专门人员、全天候值

班值守，值班人员熟悉应急处置技术知识，实行 24h 应急值班。确保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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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畅通、指挥调度高效。公司安全部、生产部要收集整理法律法规、企

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风险、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应急资源、应急预案、事故案例、辅助决策等信息，建立互联共享的应急

信息系统。

应急人员之间采用内部和移动电话进行联系，应急小组人员的电话必

须 24h 开机，更换电话号码时由通讯联络组负责更新，并立即向各成员和

部门发布变更通知。通讯信息详见附件 5：公司及有关单位、机构应急救

援名单及联系方式。

5.2 应急队伍保障

救援队伍是企业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的专业队和主力军。公司按

现行法律法规制度落实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救援队伍，要与邻近的应急救

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应急人力资源包括：安全部负责应急队伍的日常管理，公司员工为兼

职应急救援人员，所有员工按照分工、岗位，编入各应急专业小组，履行

应急管理职责，确保应急队伍成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救援技能、

防护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面负责，建立

健全应急管理机构，明确应急响应、指挥、处置、救援、恢复等各环节的

职责分工，细化落实到岗位。

公司及时将应急救援队伍建立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濮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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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救援外援依托濮阳市应急救援支队、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应

急救援大队及中原乙烯消防救援队。该救援力量是工业企业的事故救援的

专业救援力量，能够满足发生一级响应时的救援；医疗救援依托濮阳市人

民医院，濮阳市人民医院属于三级甲等医院，濮阳市人民医院距离公司约

3km，具有较好的医疗力量和医疗设施。

相邻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濮阳泓天威药业有限公司、迈奇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设置有应急指挥部，成立有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应急器材，该单

位为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协防力量。该单位已经建立了应急联动协防机

制，做到了信息共享、应急资源同意调配。

5.3 物质装备保障

装备设施是企业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的“作战武器”，是应急救援行

动的重要保障。公司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和应急预案要求，配足配齐了应

急装备、设施，应急救援物资，包括信息及救援器材，应急物资、装备配

备及其使用档案。加强维护管理，明确管理责任人，定期检测和维护、保

养，保证装备、设施处于完好可靠状态。经常开展装备使用训练，熟练掌

握装备性能和使用方法。

应急装备及信息资料存放点及保管人员详见附件 4。

5.4 其他保障

5.4.1 经费保障

经费保障是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公司重视并加强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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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保障并落实监测预警、教育培训、物资装备、预案管理、应急演练

等各环节所需的资金预算。依法对外部救援队伍参与救援所耗费用予以偿

还。按要求提取安全经费，实行专户支出，保证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

应急演练、培训等应急管理的费用支出。

5.4.2 交通运输保障

公司现有应急救援车辆 2 部，可用于受伤人员的应急救护及应急物资

运送；

5.4.3 治安保障

在事发初态组织相应的警戒与治安，必要时可请 110 及周围单位进行

增援；

5.4.4 技术保障

公司内现有技术人员 10人，同时，公司聘请了安全专家（张选红）和

公司应急专家，可进行应急救援的技术处理；

5.4.5 医疗保障

备有应急药物，能做现场简单的救护；

5.4.6 后勤保障

应急准备应贯穿于公司安全生产各环节、全过程。公司建立应急准备

工作制度，对各项应急准备在应急管理中的实现路径和方法进行固化，做

到应急准备具体化、常态化。公司要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准确理解和认真

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应急厅〔2019〕62

号）的各项要素，针对公司安全风险特点，全面加强应急准备工作，实现

“救早救小”，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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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1、适用范围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有：

1,3-丁二烯（简称丁二烯）、异戊二烯、间戊二烯、戊烷、异戊烷、甲基

-1-丁烯、顺式间戊二烯、环戊烯、环戊烷、二聚环戊二烯、氢气、四氢呋

喃、正己烷、甲基叔丁基醚、乙醇、叔丁基氯、丙烯酸甲酯、1,2 二氯乙

烷、1,3 二氯丙烷、环戊二烯、邻氯甲苯、氯苯、双环戊二烯、溴己烷、

环氧氯丙烷等。

经辨识一期原料罐区储存单元构成重大危险源一级，二期原料罐区储

存单元、中间罐区储存单元、二车间生产单元、三车间生产单元和四车间

生产单元分别构成重大危险源三级。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

预案，是公司针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

适用于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各单

元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等致使发生人员

伤亡、中毒及财产损失或导致企业生产中断的生产安全事故、事件的应急

处置。

2、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公司成立事故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由安全部负责。应急指挥部人员

涵盖了公司全体人员，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全公司人员协调配合，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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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预案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同综

合预案，详见综合应急预案 2.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响应启动

3.1 响应程序

事故发生

接 警

警情判断

响应级别

信息反馈

N 关闭

应急启动

Y

救援行动

Y

事态控

应急恢复

应急结束
总结评审

Y

应急资源调

配

通讯网络通畅

现场指挥到

位

救援小组到位

扩大应急
N

外部支援

善后处理

接触警戒

现场清理

事故调查

应急救援

物资供应

通讯联络

警戒疏散

消防灭火

专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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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急会议召开

发生一级、二级应急响应时，由公司应急总指挥负责启动应急预案，

召集组织各专业救援小组人员成员、公司各项保障措施及负责部门、人员

召开应急会议，介绍事故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救援行动方案，部署专业应急

小组的任务和应急物资准备、调配情况，部署后勤保障任务，水、食品、

服装等保障措施及通信联络任务。

发生三级应急响应时，由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召

集班组成员召开应急会议，介绍事故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救援行动方案，部

署救援任务。

3.3 信息上报

1、生产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后，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当事故继续扩大，

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时，车间主任或带班领导向应急指挥办公室报告，扩大

应急，事故持续发展的，每半小时报告 1次。

2、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告后，要做好记录，并立即向应急救援

指挥部总指挥报告。

3、需上报地方政府的事故，应急总指挥应当于 1 小时内向濮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告，联络电话见附件。公司负责人（总指

挥）或负责人指定专人与外界新闻舆论沟通。

3.4 资源协调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公司应急物资，具体见附件应

急物资清单，相关应急物资及时调配至应急救援现场。及时拨打医疗 120

救援电话，依托濮阳市人民医院进行医疗救援。同时积极协调周边企业灭

火器、消防水带、应急车辆等应急物资，确保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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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信息公开

1、信息通报的部门

由公司指定部门或人员负责通报事故信息和有关事故抢险救援报导。

2、信息通报原则

在信息通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及时准确的报道事故发生、发展的过程。

3、信息通报程序

所有对外通报的报道，需经应急指挥部审核同意或须由指定部门、人

员报请上级公司审定后方可在媒体上发布。

3.6 后勤及财力保障

公司物资供应组应按照指挥长的指令，迅速调派车辆和救援物资，保

障通信联络、供电控制、水源保障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将救援物资以

最快的速度送达事故救援现场。财务部门应保障公司应急状态时应急经费

的及时到位。

4、处置措施

4.1 应急处置指导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应急救援过程中，把保障企业员

工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

亡作为首要任务。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在总指挥的领导下，各救援工作

小组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相应应急处置工作。

3、“相互协调、快速反应”的原则。各应急小组应密切协作、相互配

合，保证事故现场的信息及时报告、准确传递，及时根据现场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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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快速反应和恰当处置，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带来的损失。

4.2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和具体要求

1、确定火灾发生位置；

2、确定引起火灾的物质类别；

3、所需的火灾应急救援处置技术；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6、确定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

7、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含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

8、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规模和程度；

9、火灾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人员疏散、医

疗救护等）；

10、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救援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4.3 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和具体要求

1、确定爆炸地点；

2、确定爆炸类型（物理爆炸、化学爆炸）；

3、确定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气体、液体）；

4、所需的爆炸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5、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如火灾、二次爆炸等）；

8、确定爆炸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再次爆炸控制手段、工程

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9、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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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易燃、易爆物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和具体要求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泄漏的化学品种类（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

3、所需的泄漏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4、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

5、确定是否已有泄漏物质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8、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9、气象信息；

10、泄漏扩散趋势预测；

11、明确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泄漏是否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中毒等

后果）；

12、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13、确定泄漏可能导致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

散、医疗救护等）；

4.5 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措施参见综合预案 3.应急响应 3.4 处置措

施。

5、应急保障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各单元发生或可能发生事故，根据事故的响

应级别，需要调动公司的应急资源进行处置，公司的应急保障参见综合应

急预案 5.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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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处置方案

1、初期火灾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 容

事故

风险

描述

事故风险描述：因装置设备、储罐、管线破损或操作不当引起易燃物质泄漏或静电、动火引起

的初期火灾。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储罐区、装卸区、仓库等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事故的危害程度：会造成人身伤害、火灾。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发生火灾。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现场人身伤害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

的控制及预防措施，按程序要求及时发出指令和汇报。

（2）成员：按照人身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措施处置。

应急

处置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发生事故，如能用事故周边灭火器等其他灭火工具灭火的，及时灭火。若不能及时灭火，第

一发现人立即呼喊并向值班领导报告。

2.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停止作业,需要停止时，由值班领导立即发出指令，停止作业。

3.如有人员受伤，穿戴防护用品迅速将伤员从致伤的环境中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送医。

4.疏散无关人员，隔离事故区。如果指挥人员判断无法控制火势，这时一定要打“119、120”

报警，请求专业人员救援， 同时要保护、控制好现场。

5.如果需要用水灭火，必须立即切断事故区域的各种电源。

6.参加事故处理人员应对事故化学品的化学性质和反应特征有充分的了解，要于高处和上风处

进行处理，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选择适当的防护用品，防止事故处理过程中发生伤亡、

中毒事故。

7、事故人员要及时关闭或封堵泄露源，构筑围堰防止出现流淌性火灾或进入下水道等密闭空间，

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注意在使用工具封堵时需使用防爆工具。

注意

事项

1．对受伤人员根据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处置后送医，防止造成死亡事故发生。

2．在抢险人员进入现场时要不间断检测现场易燃易爆物质浓度，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事故。

3．抢险人员从现场出来时要对抢险人员及防护用品进行洗消。

4．收集泄漏物的容器要封闭好，防止在转移途中再次泄露。

5、事故扩大请求救援后要利用消防栓等远程灭火器材控制火势，直至增援人员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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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身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 容

事故

风险

描述

事故风险描述：因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车辆伤害等造成人身受伤，需要紧急救治。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储罐区、装卸区、仓库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事故的危害程度：会造成人身伤害。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经济损失。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职责

（1）组长：负责现场人身伤害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

的控制及预防措施，按程序要求及时发出指令和汇报。

（2）成员：按照人身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措施处置。

应急

处置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若有人受伤，第一发现人立即呼喊并向值班领导报告。

2.迅速将伤员从致伤的环境中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停止作业,需要停止时，由值班领导立即发出指令，停止作业。

4.迅速查看人员受伤情况，根据伤者受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送往医院急救。

5.若受伤较轻，组织人员对伤者进行简易救治（包扎止血、骨折固定等），必要时向医疗部门

求助。

6.若伤者受伤较重，立即拨打“120”请求救助，同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由有经验的人员进

行现场包扎止血、人工呼吸等）；报警时，应注意说明受伤者的受伤部位和受伤情况，发生

事故的地点，以便让救护人员事先做好急救的准备。

7.若伤情允许，可用现场车辆在不中断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的情况下，将伤员转送医院，

进行更有利的抢救。

注意

事项

1．对创伤出血者应迅速包扎止血，防止因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

2．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由现场医务（或有经验）人员对伤肢进

行固定，并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抬运，防止因救助方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

3．受伤人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症状后，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4．如有异物刺入伤者体内，切记不要将其从体内拔出，应该将异物与伤员身体固定使之不摆动；

如果异物过长或移动不便，应将其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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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 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在使用电动设备（设施）、工具过程中，因操作、防护不当或电器漏电，造

成人体触电事故。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储罐区、装卸区、、仓库、配

电室、化验室、维修场所、仓库等作业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上班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会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损坏、作业中断。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化验、维修等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现场触电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

制及预防措施，按程序要求及时汇报。

（2）成员：按照触电事故现场应急现场处置措施处置。

应急

处置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参与救援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安全用电常识，并穿戴合适的劳动防护用品。拨打 120 急救电

话，并向值班领导汇报。

2．触电事故发生后，发现者立即断开电源,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时，救护人必须使用适当的绝缘

工具，并且要用一只手操作，以防自己触电。

3．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造成的摔伤。

4．判断伤情检查时间一般不要超过 10 秒钟，以免延误抢救。判断伤情，让伤者舒适的平躺着，

解开领扣，以利呼吸。 判断无呼吸时，进行人工呼吸（12~15 次/分钟）。判断无心跳时，进

行胸外按压（100~120 次/分钟）。判断无呼吸、无心跳时，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进行，（以

30:2 的比例进行）。

5．停止急救时机：（1）医务人员赶到现场；（2）触电者恢复心跳和呼吸。

6．若触电者伤势不重，应让他安静休息，不要走动，严密观察并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注意

事项
1.注意现场及时抢救，抢救时先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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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烧烫伤、灼伤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 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烫伤；装卸、转运、使用化学品过程中造成的灼伤。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罐区、仓库、配电室、化验室、

维修场所等作业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上班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作业中断。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化验、维修等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现场烧烫伤、灼伤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

之有效的控制及预防措施，按程序要求及时汇报。

（2）成员：按照烧烫伤、灼伤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处置。

应急

处置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发现有人受伤时，目击者发出呼救后，立即报告班组长或现场值班领导。

2．班组长或现场值班领导组织附近现场人员将受伤者迅速搬离危险区域。

3．判断伤者受伤情况，伤情严重时拨打 120 求救，并报告单位领导。

4．安排专人在路口或公司门口疏通道路，指引救护车快速达到现场。

5．安排有经验的人员对伤者的烧灼伤部位进行清洗，涂抹烫伤膏药，用消毒纱布简单包扎。

6．待 120 车辆到达后，配合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注意

事项

1．若受伤者伤势严重，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由于伤后抢救处理不当，往往会加重损伤，造成

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2．去除伤者身上的用具或硬物，注意不要让伤者再受挤压。

3．抢救休克者，应采取保暖措施，防止热损耗。

4．若是化学品所致的灼伤，应用清水长时间(15-30 分钟)冲洗，最好采用中和方法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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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CS 系统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描述

事故风险描述：DCS 系统故障，系统失灵导致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单个操作台黑屏、死机或不能调节；部分仪表失

灵，指示值不正常或不能调节；所有操作站黑屏或不能正常显示、调节；操作站所有

仪表显示异常，如无测量值及调节阀不能调节；备用电源开始工作。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作业中断、引发火灾爆炸等衍生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

控制及预防措施，按程序要求及时汇报。

（2）成员：按照紧急操作规程进行生产操作。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内操：紧急汇报班长，联系 DCS/SIS 调试人员。

班长：通知 DCS/SIS 调试人员，进行如下操作，并汇报。

1.通知外操涉及到生产装置升温/降温、升压/降压、进料/放料的暂停操作，并观察

现场仪表确认在设备设计安全范围内。

2.并观察的重启服务器，观察重启后效果。恢复正常的继续操作，待工程师到场后查

找清楚原因；短时期内不能够恢复正常的督促工程师协调解决问题，装置切换至手动

调节形式。长时间不能够恢复正常的，准备装置停车。

3.SIS 不影响生产操作，但是必须尽快将系统恢复正常。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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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停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描述

事故风险描述：系统故障，紧急停工。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配电室、仓库等作业

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可能造成人员受伤、生产中断、引发火灾爆炸等衍生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内操、外操、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

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制

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

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装卸区及装置区情况，发生

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操作

规程；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发现人：紧急通知班长。

班长：由于我单位为双回路供电，紧急通知电工切换电源，并排查原因。

如果双回路均停电，按照紧急停车执行。关闭所有设备控制电源开关，待来电后开车。

注意 DCS/SIS 系统备用电源可用时间内将室内必须进行的操作进行完毕。

班长迅速确认除停电以外其它公用工程运行良好，并且停电时间可能较长，立即汇报

电气值班及相关人员。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短时间停电，保持一定的温度、压力、液位，以便尽快恢复生产。

3.长时间停电按照紧急停车处理。

4.现场人员要按照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5.现场操作人员要坚守现场，严禁脱岗。

6.现场人员要加强现场巡检，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7.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的检查，防止遗漏，再次造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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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停循环水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循环水因故障停供，导致循环水压力下降，循环水无流量显示，反应

釜压力升高，DCS 循环水压力、流量超低报警提示等造成事故。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循环水池等作业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可能造成生产中断、引发火灾爆炸等衍生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内操、外操、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导

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制及

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行

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装置区情况，发生异常情况，及时通

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操作规程；现场人员要

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停循环水≤10 分钟

（1）发现循环水流量异常后立刻指令现场人员查明原因，并报告班长、车间主任。

（2）循环水调节总阀手动保持正常位置，重启备用循环水泵。检查事故泵。

（3）密切注意反应釜温度、压力变化，注意设备运行状况及机泵状况。

（4）注意观察机泵的运行，发现机泵轴承温度超高立即停止运行。

2、停循环水>10 分钟

（1）发现循环水流量异常后立刻报告班长、生产部主任。

（2）循环水调节总阀手动保持正常位置。

（3）主装置停车，接工业水、软水或消防水进行冷却，控制室密切注意并控制好反应

釜温度和压力；

（4）所有用循环水冷却的机泵、搅拌等停止运行。

（5）送循环水后装置按照正常运行程序进行生产调节。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短时间停循环水，保持一定的温度、压力、液位，以便尽快恢复生产。

3.长时间停循环水按照紧急停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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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停蒸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蒸汽系统故障，蒸汽停供。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罐区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可能造成生产中断等衍生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内操、外操、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

领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

控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

进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及装置区情况，发生异常

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控制室人员的指令作业，执行

操作规程；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停蒸汽≤1 小时

（1）内操发现蒸汽流量异常后立刻通知汇报班长。

（2）班长立即报告生产主任、外围协调人员及其相关人员。

（3）手动关闭蒸汽总管的调节阀。

（4）密切注意现场生产装置温度、压力等状况，如有异常，则暂采取紧急停车措

施。

2、停蒸汽>1 小时

（1）控制室发现蒸汽流量异常后立刻通知班长。

（2）班长立即报告生产主任、外围协调及其相关人员。

（3）控制室按顺序依次手动关闭进厂蒸汽阀。

（4）生产装置立即停止进料，将使用中的料管、过滤器内部物料放净，排空。

（5）和国电密切沟通，确认恢复蒸汽供应的时间。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短时间停蒸汽，保持一定的温度、压力、液位，以便尽快恢复生产。

3.长时间停蒸汽按照紧急停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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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停仪表风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工业风、仪表风故障停供。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罐区、尾气处理站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各调节阀失灵，呈现失控状态，手动调节调节阀，阀门开度无变

化；故障安全阀执行动作，仪表流量、压力指示急剧变化，可能造成生产中断、火

灾爆炸等衍生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控制室人员、操作工、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

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

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

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装卸区及装置区情况，发

生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

操作规程；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指挥现场人员检查空压机故障情况。

2.DCS 的操作：尽量减少仪表风的使用量，关闭对生产影响比较小的仪表风用量。

3.减少进料量，维持低负荷运行，待情况查明后在做处理。

4.立即停止系统机泵运行，关闭出口阀门(入口切断阀门关闭）。

5.立即关闭蒸汽保护阀，关闭各个系统加热。

6.注意观察各反应釜，各设备操作的压力变化，及时调整。

7.当压力升高时，及时打开安全阀副线阀进行泄压排放，保证各设备不超压。

8.相关人员检查停仪表风原因，尽快处理后送仪表风。

9.送仪表风后按照正常运行情况进行生产调节。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时间停仪表风，保持一定的温度、压力、液位，以便尽快恢复生产。

3.长时间停仪表风按照紧急停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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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停 N2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N2 系统故障停供。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罐区、尾气处理站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氮封系统各调节阀失灵，有毒有害气体溢出。原料挥发损失，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发生爆炸。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控制室操作人员、设备、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

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

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

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及装置区情况，发生异常情

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操作规程。

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指挥外操人员检查氮气供应情况，立刻通知生产部主任及动力设备部人员；

2.DCS 的操作：关闭对生产影响比较小的氮封系统；

3.查明原因，启动空压机投用；

4.制氮系统恢复，班长通知装置按正常进行生产运行。

5、密切注意各塔、储罐压力，防止形成负压。若形成负压，要立即使用备用 N2进行

充 N2气。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密切关注氮封系统的无组织排放及有毒有害气体的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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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管线冻凝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寒流天气，管线冻凝。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罐区、循环水系统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冻凝管线处排凝阀打不开，用蒸汽吹暖排凝阀后，阀门打开有水

流出；管线冻凝容易造成生产系统压力升高、物料泄露等事故。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控制室操作人员、设备、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

领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

控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1.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

员进行操作。

2.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装卸区及装置区情况，发生异常

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

3.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操作规程。

4.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 联系汇报上级，立即判断冻凝部位，用蒸汽进行解冻处理，装置无法维持生产

时临时停工；

2. 在处理管线的同时，也可采取接临时线等方法维持生产，局部管线冻凝用蒸汽

吹使其融化，带保温的管线冻凝，将汽带插入保温层与管线间吹暖；

3. 长距离管线冻凝时，可将管线断开，分段处理。

注意

事项
1.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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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危险品机泵泄漏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危险品机泵泄漏。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罐区、装卸站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危险品机泵泄漏，造成物料泄漏，遇明火发生火灾、爆炸，人员

不慎接触造成烫伤，通风不良时造成人员窒息。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工作共、设备、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

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

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

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装卸区及装置区情况，发

生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

操作规程。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由班长、操作工带好防护用品进行检查，报告机泵发生泄漏的情况。

2.检查备用机泵情况，具备运行条件，启动备用机泵。

3.关闭泄漏机泵出入口阀门，停止机泵运行。

4.观察切换机泵运行情况，各运行指标正常。

5.处理泄漏机泵情况，具备检修条件。

6.DCS 画面：控制生产工艺参数正常数值，可恢复正常生产。

注意

事项

1.各操作人员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不违章操作。

2下达指令要清晰，接收指令要明确，切勿盲目操作。

3.现场人员劳保穿戴齐全、使用防爆工具进行操作。

4.泄漏现场配备适量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泡沫车等），预防火险发生。

5.应急人员应规范佩戴防护用品（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防静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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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罐区装卸车操作泄漏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罐区装卸车操作泄漏.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罐区、装卸站、仓库等场所。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工作时间。

事故的危害程度：原料产品在正常装车过程中，由于装车鹤管接头的胶圈老化，损

坏，接口处大量危险品泄漏，人员不能靠近关闭阀门。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车间生产工作正常进行。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操作人员、电气仪表人员。

2、应急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事故的前期状态控制工作，现场处置的指挥和监督，及时与公司领

导取得联系，并及时汇报现场处置情况，在第一时间对应急现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控

制及预防措施。

（2）成员：控制室人员负责监控控制系统数据的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现场人员进

行操作。控制室人员利用视频监控情况，随时监控罐区、装卸区及装置区情况，发

生异常情况，及时通知现场人员。现场人员严格按照班长及主操的指令作业，执行

操作规程。现场人员要坚守岗位，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应急

处置

措施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1.迅速关闭罐车尾部紧急切断阀，再拉断装卸车鹤管上的紧急拉断，继续通知控制

室关闭储罐上的紧急切断阀；

2.停装卸车机泵；

3.通知应急指挥部，通知门岗停止一切车辆，无关人员进入。

4.用蒸气吹扫泄漏周围，稀释可燃物浓度。

5.如果泄漏量过大，及时拨打 119 报警。

6.待泄漏小，人员可以靠近时，关闭泄漏管线阀门。

7.根据泄露物质的危险特性和 MSDS 中的泄露处置措施进行处置；

8.处理完泄漏后，通知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现场查找，分析事故原因。

注意

事项

1.各操作人员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不违章操作。

2.下达指令要清晰，接收指令要明确，切勿盲目操作。

3.现场人员劳保穿戴齐全、使用防爆工具进行操作。

4.泄漏现场配备适量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泡沫车等），预防火险发生。

5.应急人员应规范佩戴防护用品（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防静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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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受限空间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项目 内 容

事故

风险

分析

事故风险描述：因进入受限空间，致使人员窒息，造成人身死亡。

事故发生的区域、地点或装置名称：生产装置、生产作业现场、储罐区受限空间，包括封闭或

部分封闭设备、地上封闭或部分封闭空间。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事故的危害程度：会造成人员窒息死亡。

事故影响范围：将影响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经济损失。

应急

工作

职责

1．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生产部主任。

成 员：车间主任、安全员、班组长及有经验的现场人员。

2．职责

（1）组长：负责进入受限空间的安全管理，负责指导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施救的安全工作，防

范因施救不当或盲目施救导致事故伤亡扩大现象发生。办理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证。明确作业

人员和监护人员及其职责，采取进入受限空间的控制及预防措施，做好监护，按程序要求及时

发出指令。

（2）成员：按照受限空间事故现场处置措施处置。

应急

处置

应急处置程序及措施：

一、作业前应急准备：

1.作业方案。公司应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检测和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

危险有害因素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

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经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并落实相关消除、控制危险有

害因素的措施。

2.安全交底。公司应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

防控措施及应急处置措施等，明确告知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全体人员。

3.作业警戒。作业前，应根据作业方案和实际作业需要设置作业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和车

辆等进入作业现场。

4.联络信号。作业前，作业现场负责人应会同监护人员、作业人员明确安全、报警、撤离、支

援等联络信号。

5.安全防护。作业前，应对安全防护装备设施、个体防护装备、作业设备和工具等进行安全性

能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更换。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个体防护装备，方可实施作业。

二、安全施救：

1.事故信息报送。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后，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当立即停止作业，按照事先确

定的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组织现场监护人员安全施救；如实将事故情况向本单位负责人报

告，同时拨打“119”、“120”电话报警或向其他专业救援力量报警求救。

公司负责人接报事故信息后，应及时核实事故信息，按照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预

案启动应急响应，并于 1 小时内向范县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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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 容

2.事故警戒。及时疏散事故现场围观人员和有可能影响事故救援行动的车辆等，根据救援行动

实际需要设置事故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事故现场。

3.救援行动要素。

1）判断事故类型。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应结合作业现场气体检测结果，

判断事故危害类型为中毒窒息类或其他类型，了解受困人员状态。

2）持续通风。打开有限空间人孔、手孔、料孔、风门、烟门等与外部相连通的部件进行

自然通风，必要时使用机械通风设备向有限空间内输送清洁空气，直至事故救援行动结束。当

有限空间内含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时，应使用防爆型通风设备。

3）气体检测。采用气体检测设备设施，对有限空间内气体进行实时检测，掌握有限空间

内气体组成及其浓度变化情况。

4.救援实施。事故发生后，应按照以下优先顺序采取应急救援行动：第一，受困人员保持清醒

和冷静，充分利用所携带的个体防护装备和周边设备设施开展自救互救；第二，救援人员在有

限空间外部通过施放绳索等方式，对受困人员进行施救；第三，救援人员在正确佩戴个体防护

装备，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入或接近有限空间对受困人员进行施救。

1）中毒窒息事故救援。当事故危害类型判断为中毒窒息事故或进入有限空间实施救援行动

过程中存在中毒窒息风险时，救援人员必须正确携带便携式气体检测设备、隔绝式正压呼吸器、

通讯设备、安全绳索等装备后，方可进入有限空间实施救援。

2）非中毒窒息事故救援。当事故危害类型判断为触电、高处坠落等非中毒窒息事故且进入

有限空间实施救援行动过程中不存在中毒窒息风险时，救援人员必须正确携带相应侦检设备、

通讯设备、安全绳索等装备后，方可进入有限空间实施救援。

5.保持联络。救援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救援行动过程中，应按照事先明确的联络信号，与有

限空间外部人员进行有效联络，保持通讯畅通。

6.撤离危险区域。救援人员应时刻注意隔绝式正压呼吸器压力变化情况，根据撤出有限空间所

需时间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当隔绝式正压呼吸器发出报警时，应立即撤离危险区域。

7.轮换救援。救援需持续时间较长时，为确保救援任务顺利完成，应科学分配救援人员，组织

梯次轮换救援，保持救援人员体力充足、呼吸器压力足够，能够持续开展救援行动。

8.医疗救护。将受困人员救出后，移至通风良好处，及时送医治疗，防止发生二次伤害。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具有医疗救护资质或具备急救技能的人员，应对救出人员及时采取正确的救

护措施。

三、后续处置

救援行动结束后，应及时清理事故现场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检查被污染的设备、工具等，

清点核实现场人员，对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注意

事项

（一）日常应急准备。

1.风险辨识。公司应组织对本单位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以及危险

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对辨识出的有限空间，在其出入口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

2.教育培训。公司应制定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知识教育培训计划，根据本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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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 容

限空间作业事故风险特点，定期对作业人员、监护人员和救援人员进行知识教育、装备设施使

用培训、应急救援技能培训，使救援人员具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能力。

3.装备设施。公司应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的要求，针对本单位有限空间风险，

配足配齐应急装备设施，加强维护管理，保证装备设施处于完好可靠状态。应急救援装备设施

主要包括安全防护装备设施和个体防护装备。安全防护装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固定式气体检测

装置、通风设备、起吊设备、起重机械、便携式破拆器材和相关急救设备等；个体防护装备包

括但不限于便携式气体检测设备、隔绝式正压呼吸器、防护服、防毒面罩、通讯设备、安全绳

索等。

（二）作业前应急准备。

1.作业方案。应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检测和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险

有害因素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

员及其安全职责，经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并落实相关消除、控制危险

有害因素的措施。

2.安全交底。应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防

控措施及应急处置措施等，明确告知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全体人员。

3.作业警戒。作业前，应根据作业方案和实际作业需要设置作业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和车

辆等进入作业现场。

4.联络信号。作业前，作业现场负责人应会同监护人员、作业人员明确安全、报警、撤离、支

援等联络信号。

5.安全防护。作业前，应对安全防护装备设施、个体防护装备、作业设备和工具等进行安全性

能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更换。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个体防护装备，方可实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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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产经营单位概况

1、公司的基本情况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西路，法人

代表：吴悲鸿，公司成立有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安全

部、人事行政部、生产部、动力设备部、采购部、销售部、财务部等，现

有员工约 400 人，占地面积 11.4万 m2。

公司主要从事顺酐酸酐衍生物、OLED 光电材料、电子化学品研发与生

产。建设有一套年产 1.5 万吨 LED 高性能封装材料及 500 吨 OLED 光电材料

项目生产装置、一套 1.5 万吨/年顺酐酸酐衍生物扩产项目生产装置、年产

1000 吨电子化学品项目生产装置，及相应的罐区、生活办公区及公共设施

配套工程。

公司建立有双重预防机制，成立有风险评价小组，针对公司可能发生

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以双重预防机制为基础进行风险辨识和评

估，确定风险等级，公司对安全风险进行分级管控，明确了管控责任人，

制定了管控措施。

2、公司涉及的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及产品

原辅材料

9,9-二甲基-2-硝基芴、氢气、1,3-丁二烯、碳五、顺丁烯二酸酐（马来酸酐）、2-

甲基-1,3-丁二烯（异戊二烯）、1,3-戊二烯（间戊二烯）和甲基环戊二烯、氮气、乙

醇（溶剂）、乙二醇（冷媒）、氟利昂（制冷剂）、叔丁基氯、三氯化磷、四氢呋喃、

氯代环己烷、镁、甲基叔丁基醚、邻氯甲苯、9,9-二甲基氧杂蒽、正丁基锂、二苯基

氯化磷、二茂铁、正己烷、1,3二氯丙烷、1,2二氯乙烷、锂、芴、N-溴代丁二酰亚胺、

2-溴芴、碘甲烷、氢氧化钾、2-氨基-9,9-二甲基芴、4-溴联苯、叔丁醇钠、咔唑、氯

苯、环戊二烯、双环戊二烯、丙烯酸叔丁酯、丙烯酸甲酯、丙烯醇、溴己烷、3-溴噻

吩、六氢邻苯二甲酸钠盐、环氧氯丙烷、内次甲基四氢苯酐、甲基内次甲基四氢苯酐、

氢气、铝镍合金催化剂、六氢苯酐、尿素、乙醇、氮气、一氯二氟甲烷。

产品

9，9-二甲基-2-氨基芴、四氢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酐0.05%）（四氢苯酐）、六氢苯

酐、甲基四氢苯酐、甲基六氢苯酐、内次甲基四氢苯酐、丁二酸酐、甲基内次甲基四

氢苯酐、有机膦类：三叔丁基膦、三环己基膦、三邻甲基苯基膦、4,5-双二苯基膦-9,9-

二甲基氧杂蒽、1,1’-双二苯基膦二茂铁、1,3-双(二苯基膦)丙烷、1,2-双(二苯基膦)

乙烷；芴类：2-溴芴、9,9-二甲基-2-溴芴；咔唑：3-溴咔唑；降冰片烯类：5-降冰片

烯-羧酸叔丁酯、5-降冰片烯-2-羧酸甲酯、5-降冰片烯-2-甲醇；噻吩类：3-己基噻吩；

脂类：六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酸酐类：氢化内次甲基四氢苯酐、氢化甲基内

次甲基四氢苯酐、六氢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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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 二聚环戊二烯、正戊烷。

危险化学品

异戊二烯、间戊二烯、氢气、1,3-丁二烯、顺丁烯二酸酐和甲基环戊二烯、氮气、乙

醇、氟利昂、四氢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酐>0.05%）、二聚环戊二烯、正戊烷、氢气、

氮[压缩的或液化的]、四氢呋喃、、正己烷、甲基叔丁基醚、叔丁基氯、丙烯酸甲酯[稳

定的]、1,2二氯乙烷、环戊二烯、乙醇[无水]、1,3二氯丙烷、氯苯、双环戊二烯、溴

己烷、咔唑、镁、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正丁基锂、锂、碘甲烷、环氧氯丙烷、三氯

化磷、氢氧化钾、叔丁醇、一氯二氟甲烷、邻氯甲苯、正丁烷。

重点监管的

危险化学品
氢气、1,3-丁二烯、三氯化磷、环氧氯丙烷、甲基叔丁基醚和氯苯

危险特性
易燃液体，易燃气体，腐蚀性液体，易燃固体，对眼睛、皮肤、呼吸道、神经系统有

害等。

危险有害因

素及其原因

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腐蚀、灼烫、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电气伤害、

淹溺。原因为危险化学品自身性质和管控措施失效导致产生危险有害因素产生。

影响范围
对岗位、车间、公司的人员和财产均产生影响，造成人员伤亡的对人员和家庭产生影

响，事故后果严重的对社会产生影响等。

3、公司重点岗位、重点区域

公司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为加氢工艺，分布在一车间、二车

间、四车间，B车间、D车间，相应的加氢岗位为重点岗位、装卸车岗位、

机修岗位也为重点岗位。

公司重点区域：一期原料罐区、二期原料罐区、中间罐区、氢压机区

域、二车间生产单元、三车间生产单元、四车间生产单元、立式原料罐区、

原料仓库、B车间、D车间。

4、周边设施

濮阳惠成位于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南侧为濮阳市胜利路，

胜利路南侧为中原大化、中原乙烯；东侧是泓天威药业有限公司；北侧为

濮水河，濮水河北侧为濮阳市立信化工有限公司、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有

限公司；西侧迈奇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西南侧厂区外为新豫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南侧为濮阳市义达塑料有限公司。

经现场勘查，该公司周边500m范围内，北侧的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有

限公司构成四级重大危险源，西侧的迈奇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南侧的中原

大化和南侧的中原乙烯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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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风险评估结果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过程涉及的危险有害物质主要原

料：主要原料氢气、1,3-丁二烯、碳五、顺丁烯二酸酐（马来酸酐）、异

戊二烯、间戊二烯、三金属镁、三氯化磷、甲基叔丁基醚、四氢呋喃、芴、

正己烷、咔唑等，主要产品：四氢苯酐、六氢苯酐、甲基四氢苯酐、甲基

六氢苯酐、丁二酸酐、有机磷类、芴类、咔唑、降冰片烯类、噻吩类、脂

类和酸酐类。

依据《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的规定进行

分析，我公司：1）甲基四氢苯酐经加氢生成甲基六氢苯酐工艺；2）四氢

苯酐经加氢生成六氢苯酐工艺；3）顺丁烯二酸酐在镍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

加氢合成反应，再经过减压蒸馏制取丁二酸酐工艺；4）9,9-二甲基-2-硝

基芴与氢气反应生成 9,9-二甲基-2-氨基芴工艺，5）内次甲基四氢苯酐加

氢生成氢化内次甲基四氢苯酐、6）甲基内次甲基四氢苯酐加氢生成氢化甲

基内次甲基四氢苯酐属于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中的加氢工艺。

涉及到的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有氢气、1,3-丁二烯、三氯化磷、环

氧氯丙烷、甲基叔丁基醚和氯苯等。经辨识公司，一期原料罐区储存单元

构成重大危险源一级，二期原料储存罐区单元、中间罐区储存单元、二车

间生产单元、三车间生产单元和四车间生产单元分别构成重大危险源三级。

通过事故风险分析，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腐蚀、灼烫、机械伤害、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电气伤害、淹溺。火灾爆炸事故是在公司存在的危险程度与事

故后果最严重的，属于重大事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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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的结果如下：

场所

事故类别
直燃炉 循环水 控制室 配电室 生产装置区 储罐区 装卸区

火灾爆炸 较大 一般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容器爆炸 一般 重大 重大

中毒和窒息 低 较大 较大 一般

腐 蚀 低 一般 一般

灼 烫 较大 一般 一般 低

机械伤害 低 一般 一般 低 低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低 一般 一般 低

电气伤害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淹 溺 一般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主要有火灾爆

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灼烫、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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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预案体系与衔接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包含综合

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综

合应急预案是公司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程序、措施和应急处置的总纲。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是公司针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现场处置方案，是公司针对生产、储

运设施发生的不同事故、事件类型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上与《濮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相衔接。

衔 接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应急预案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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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1、信息资料存放点及保管人员

序号 名称 存放地点 保管人 电话

1 消防设施平面图

安全部 化栋 18239317365

2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3 总平面布置图

4 周围环境图

5 互救信息

2、应急物资和装备

序

号
物资和装备名称 类型 型号 数量

存放

位置
性能

管理责

任人
联系方式

1
防毒全面具罩（含滤毒

罐）
防护 YQ5400A 8 副

东厂

控制

室

呼吸防护

王腾 17339307027

2 安全帽 防护 / 5 个 头部防护

3 雨靴 防护 PVC/塑胶 5 双 脚部防护

4 防化服 防护 Z5H582 2 套 躯干防护

5 担架 防护 便携式 1 个 伤员转运

6 护目镜 防护 1621AF 7 个 眼部防护

7 线手套 防护 纯棉 10 双 手部防护

8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10 双 手部防护

9 防爆照明灯 防护 RJW7103 5 个 照明

10 自吸过滤式呼吸保护器 防护 YQ5400A 8 个 呼吸防护

11 隔热服 防护 018 2 套 躯干防护

12 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13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防护
RHZKF6.8/3

0
2 个 呼吸防护

14 消防服 防护 018 3 套 躯干防护

15 防爆照明灯 防护 RJW7103 2 个

原料

罐区

照明

杨明俊 13623937365

16 尘毒呼吸防护套装 防护 4 副 呼吸防护

17
防毒全面具罩（含滤毒

罐）
防护 YQ5400A 6 个 呼吸防护

18 安全帽 防护 / 6 个 头部防护

19 胶靴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20 防静电工作服 防护 纯棉 2 套 躯干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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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防护目镜 防护 1621AF 4 个 眼部防护

22 线手套 防护 / 12 双 手部防护

23 全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3 双 手部防护

24 消防员呼救器 防护 / 1 个 呼叫救援

25 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26 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仪 防护 JL269 1 个 防火

27 防化服 防护 Z5H582 2 套 躯干防护

28 隔热服 防护 018 2 套 躯干防护

29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防护
RHZKF6.8/3

0
2 套 呼吸防护

30
防毒全面具罩（含滤毒

罐）
防护 YQ5400A 13 副

西厂

控制

室

呼吸防护

王会博 15039368821

31 安全帽 防护 / 4 顶 头部防护

32 雨靴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33 防化服 防护 Z5H582 2 套 躯干防护

34 担架 防护 便携式 1 个 伤员转运

35 护目镜 防护 / 10 个 眼部防护

36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10 双 手部防护

37 防爆照明灯 防护 RJW7103 4 个 照明

38 自吸过滤式呼吸保护器 防护 YQ5400A 10 个 呼吸防护

39 隔热服 防护 018 2 套 躯干防护

40 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41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防护
RHZKF6.8/3

0
2 个 呼吸防护

42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10 双 手部防护

43 防静电工作服 防护 纯棉 3 套 躯干防护

44 应急防爆手电筒 防护 RJW7103 8 个

二车

间

照明

王步永 15039348377

45 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仪 防护 JL269 1 个 防火

46 防毒面罩及滤毒罐 防护 YQ5400A 8 副 呼吸防护

47 急救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48 橡胶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49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10 双 手部防护

50 氢气检漏仪 防护 JL269 1 个 防火

51 应急防爆手电筒 防护 RJW7103 6 个

三车

间

照明

王步飞 13781323233

52
便携式可燃气体

探测仪
防护 JL269 1 个 防火

53 防毒面罩及滤毒罐 防护 YQ5400A 6 副 呼吸防护

54 急救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55 橡胶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56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5 双 手部防护

57 消防员呼救器 防护 1 个 应急呼救

58 应急防爆手电筒 防护 RJW7103 6 个

四车

间-1

照明

王田永 1593672403859
便携式可燃气体

探测仪
防护 JL269 1 个 防火

60 防毒面罩及滤毒罐 防护 YQ5400A 8 副 呼吸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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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急救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62 橡胶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63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9 双 手部防护

64 应急防爆手电筒 防护 RJW7103 4 个

四车

间-2

照明

张伟涛 13939331317

65
便携式可燃气体

探测仪
物资 JL269 1 个 防火

66 防毒面罩及滤毒罐 防护 YQ5400A 4 副 呼吸防护

67 急救医药箱 防护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68 橡胶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69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4 双 手部防护

70 自吸式防毒面罩 防护 YQ5400A 6 套

A 车

间

呼吸防护

崔德亮 18338070093

71 手电 物资 RJW7103 6 个 照明

72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6 双 手部防护

73 护目镜 防护 1621AF 6 副 眼部防护

74 雨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75 药箱 物资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76 防毒面罩 防护 YQ5400A 6 个

B 车

间

呼吸防护

黄忠阳 13523933962

77 过滤件 物资 3001CN 6 个 呼吸防护

78 气管 物资 / 4 个 呼吸防护

79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5 双 手部防护

80 手电 物资 RJW7103 4 个 照明

81 护目镜 防护 1621AF 5 副 眼部防护

82 雨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83 药箱 物资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84 防毒面罩 防护 YQ5400A 8 副

C 车

间

呼吸防护

王会博 15039368821

85 过滤件 物资 3001CN 8 个 呼吸防护

86 气管 物资 / 10 个 呼吸防护

87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8 双 手部防护

88 雨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89 防护面罩 防护 YQ5400A 1 副

D 车

间

呼吸防护

安小龙 18239328200

90 过滤件 物资 3001CN 6 个 呼吸防护

91 气管 物资 / 3 个 呼吸防护

92 手电 物资 RJW7103 6 个 照明

93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6 双 手部防护

94 护目镜 防护 1621AF 6 副 眼部防护

95 雨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96 药箱 物资 JC-JYX 1 个 医疗救治

97 防毒面罩 防护 YQ5400A 10 个

原料

仓库

呼吸防护

马海乾 18303992701

98 过滤件 物资 3001CN 10 个 呼吸防护

99 气管 物资 / 10 个 呼吸防护

100 橡胶手套 防护 JTSG0050 6 双 手部防护

101 雨鞋 防护 PVC/塑胶 4 双 脚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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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及有关单位、机构应急救援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1、我公司应急指挥部人员构成名单及联系方式

职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吴悲鸿 总经理 18238395961

副总指挥 田维波 副总经理 15139386119

成员 崔富民 副总经理 18236071852

成员 陈淑敏 副总经理 13633933027

成员 王国庆 副总经理 15003930190

成员 马伟英 生产部主任 13619863290

成员 高志会 动力设备部总监 18639316199

成员 刘向阳 生产部主任 13703475221

2、公司各专业救援小组人员构成

救援小组 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通讯联络组

组长 陈淑敏 13633933027

成员 郑玉奇 15083282530

成员 李凝芳 13939341393

成员 王圆圆 15239976918

成员 张圆 17339378585

成员 渠磊 13461682302

警戒疏散组

组长 王宁宁 15239987119

成员 刘志兵 18236046657

成员 朱邦云 15839381005

成员 王兴祥 15690738667

成员 朱振良 15539380917

应急救援组

组长 化栋 18239317365

成员 许静静 18238375257

成员 张彩霞 13839373890

成员 杜梅慧 19839361581

成员 赵纯阳 15239392509

成员 杨素青 1874993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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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灭火组

组长 王步永 15039348377

副组长

王步飞 13781323233

王田永 15936724038

张伟涛 13939331317

王会博 15039368821

安小龙 18239328200

成员 车间班长、当班操作工 /

设备抢修组

组长 高志会 18639316199

成员 梁远乾 17739367106

成员 陈延锋 18397117419

成员 王楠 18503935560

成员 李小波 15893222275

成员 陈军旗 13525253825

成员 马世杰 15139359889

物资供应组

组长 王建军 13939328193

成员 申英霞 15939303654

成员 马英 13703484533

成员 付菊辉 18303990689

成员 马海乾 18303992701

成员 张瑞华 13613933196

公司内部报警 公司 24 小时值班电话 0393-8910357

3、现场处置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车间 现场处置小组 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一车间

组长 车间主任 王晓莺 18236082326

成员 班长 夏合喜 13673026070

成员 班长 刘光君 15839308988

成员 班长 李伟超 15239375768

二车间

组长 车间主任 王步永 15039348377

成员 班长 王忠连 15936725217

成员 班长 王忠珍 15803937556

成员 班长 张保军 15803937569

三车间

组长 车间主任 王步飞 13781323233

成员 班长 王广印 18790960158

成员 班长 王继坤 158904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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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班长 李海里 15893276835

四车间

1

组长 车间主任 王田永 15936724038

成员 班长 李超英 15893209232

成员 班长 王家良 15039388021

成员 班长 赵夫见 18339306880

四车间

2

组长 车间主任 张伟涛 13939331317

成员 班长 许建成 15385789772

成员 班长 王洪波 15936789725

成员 班长 郝余松 18864432288

原料罐

区

组长 站长 杨明俊 13623937365

成员 仓管 洪明均 18839335207

中控室

组长 中控制负责人 王腾 17339307027

成员 内操班长 王哲 18339317952

成员 外操 梁志强 17865664499

A 车间

组长 车间副主任 崔德亮 18338070093

成员 班长 赵培旗 13949728678

成员 班长 张涛 13939387272

成员 班长 张文杰 15893231783

B 车间

组长 车间副主任 黄忠阳 13523933962

成员 班长 张彦伟 15936779890

成员 班长 马恩斗 13461653199

成员 班长 王锋 15226179000

C 车间

组长 车间主任 王会博 15039368821

成员 班长 王国军 15838350076

成员 班长 马恩奇 13461766933

成员 班长 黄士伟 13461767720

D 车间

组长 车间主任 安小龙 18239328200

成员 班长 马家闯 15039362110

成员 班长 张照刚 15839373604

成员 班长 魏中亚 13781371653

原料仓

库

组长 主任 马海乾 18303992701

成员 班长 逯继承 15286911345

成员 班长 李山峰 13030309077

安装班
组长 主任 陈军旗 13525253825

成员 主任 马世杰 15139359889

电工班
组长 主任 李小波 15893222275

成员 班长 王茂轩 1590393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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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部相关部门、机构或人员联系方式和方法

序号 部门、机构或人员 联系方式（电话） 联系方法

1 消防报警 119 打电话

2 公安报警 110 打电话

3 医疗急救 120 打电话

4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0393-8799828 打电话

5 濮阳市应急管理局 0393-4412182 打电话

6 安全生产事故举报电话 12350 打电话

7 国家化学品登记中心 0532-83889090 打电话

8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 24 小时热线电话 010-83132345/63131122 打电话

9 国家中毒控制中心河南分中心(河南省职

业病防治研究所)
0371-66959721/66967348 打电话

10 姚利民（开发区安监局局长） 18639365339 打电话/微信

11 任先雷 15286917928 打电话/微信

12 杨建印 13721758171 打电话/微信

13 胡兴广 15839381056 打电话/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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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规范化格式文本

1）应急信息接收、处理单（式样）

值班人 信息接受时间 报警人 处理结果 备注

2）事故信息上报表（式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 编

事故发生的时间 年 月 日 事故发生的地点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损失工作日
从业

人数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轻伤

人数

事故类别 事故性质
事故

类型

事故经过：（说明事故原因、起因物、致害物、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单位电话：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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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预案及演练

预案名称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应急小组组长 参加人员

演练记录

演练地点、时间、气

象条件

演练目的

演练任务

参演人员

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应急人员能力、协

调、培训情况；设备

维修及更新等)

应急预案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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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1、 区域位置图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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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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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总平面布置图



75

4、可燃气体报警分布图



76

5、应急资源、消防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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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疏散路线图、紧急集合点、应急指挥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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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风险分布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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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近医院地理位置图及路线图

濮阳市人民医院到惠城电子公司（约 3.8 公里，5 个红绿灯）

9、附近消防机构地理位置图及路线图

濮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到惠城电子公司（4.2 公里，3 个红绿灯）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公安消防支队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1

附件八 重点岗位风险应急处置卡

1、重要岗位/重点区域风险清单

序号 重点岗位/重点区域 所在位置

1 加氢岗位 一车间

2 加氢岗位 二车间

3 加氢岗位 四车间

4 加氢岗位 B车间

5 加氢岗位 D车间

6 装卸车岗位 原料罐区

7 机修岗位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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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岗位/重点区域风险应知应会及应急处置卡

一车间加氢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二车间加氢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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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间加氢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B 车间加氢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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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车间加氢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装卸车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警戒措施；

3、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救援电话。

2 泄露

1、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使用防爆工具尽可能关闭泄露源，禁止一切产生静电的行为

3、用防爆泵或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回收至固定容器

3 灼伤

1、首先转移至安全地带；

2、高温灼伤：受伤者或伤势较轻，就近用干净冷水冲洗伤口；化学灼伤：

受伤后首先将沾有化学物质的衣服迅速脱去，并将大量清水冲洗，尽可

能出去创面上的物质；

3、若伤势严重及时就医。

4 中毒窒息

1、做好警戒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2、穿戴好空气呼吸器将中毒人员转移至空气新鲜处；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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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修岗位应急处置卡

序号 事故类型 处置措施

1 火灾、爆炸

1、发现火情，就近选取消防器材灭火；

2、如果火势太大或发生爆炸，向上级报告，并根据情况拨打“119”，

等待专业消防人员到来。

2 高处坠落

1、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地带；

2、若伤者发生窒息，立即解开衣领，清除口鼻异物；如伤者出血， 包

扎伤口，有效止血；若伤者骨折、关节伤等立即固定；

3、向上级报告，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院救治。

3 机械伤害

1、停运设备；

2、对伤者进行现场施救，采取包扎止血措施；

3、向上级报告，根据情况拨打“120”急救电话。

4 物体打击

1、立即停止工作；

2、轻微流血时，进行现场简易包扎；

3、伤情严重，送至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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