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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编制背景

随着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我市所面临的突发环境风险也在不断

地变化和增加，我市环境风险源分布主要为天然气燃气管网、加油加

气站、橡胶加工厂、和其他工业等，加之我市机构改革，各个职能部

门职责分工已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市突发环境事件，建立

高效、联动、可操作的应急体系，以及根据相关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管理办法至少三年修订一次。因此对我市原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进行修订。

本《预案》是在原有预案《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海

府〔2017〕38号）（以下简称原预案）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工作，

原预案主要包括总则、企业基本概况及环境风险、应急组织机构与职

责、预防与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具体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措

施、保障措施、监督管理以及附则 10个章节。原预案建立了应急指

挥体系，对各个职能部门和应急小组进行了分工，明确了突发环境事

件的等级、预警级别和机制、应急响应措施。随着城市发展，机构改

革，基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编，对

我市的应急体系有了新的要求。

本预案因此在原预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本预案增加了成员单位

与应急工作组，以及根据《海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事件等

级、预警发布以及应急响应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同时新增了《琼海市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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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规范全市环

境应急工作，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控制、

减少乃至消除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和危害，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维护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1.3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号，

2015年 6月 5日起施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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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2014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

知》（国办发〔2013〕101号）；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11月 1日起

施行）；

（8）《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

（9）《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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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南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1）《海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版）》（琼环办字

〔2020〕1号）；

（12）《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琼府

〔2013〕57号）；

（13）《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海府〔2017〕38号）；

（14）《琼海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修订）》；

（15）《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

〔2018〕9号）；

（16）《2016-2020年海南省琼海市环境质量报告书》；

（17）《琼海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海府

〔2014〕40号）。

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环境安全隐患的监测、监控

和监督管理，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

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2）统一领导，分类管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在市政

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司其职、科学处置、相互配合、上下联动，

实行分类管理。

（3）属地为主，先期处置。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时上

报情况，迅速采取措施，第一时间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先期处置，控

制事态、减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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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相

关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部门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责和作

用，提高联合预防、联合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充实应急救援队伍，

提高核心应急救援能力、社会协同响应能力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加

强社会参与。

（5）资源共享，科学处置。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协调

物资、技术装备和救援力量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积极鼓励环境应急相

关风险控制技术、预警系统和环境应急专家团队建设，努力提高应急

科技应用水平。

1.5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琼海市行政区域内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本预案所称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

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

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

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

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

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核与辐射污染事件、船舶污染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其相关应急预

案规定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琼海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海府办〔2019〕10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1.6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本预案根据琼海市环境风险源调研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归类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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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我市突发环境事件类型主要包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违法排污、

交通事故及自然灾害次生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具体如下：

（1）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企业在生产、经营、贮

存、运输、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或大面积泄漏事故，

危险物品（包括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泄漏导致受纳水体、事故现

场周边大气和土壤次生污染。

（2）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和危险

废物等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泄漏造成事故现场和

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次生污染。

（3）违法排污突发环境事件。企业或自然人非法排放废水、废

气或倾倒危险废物导致水体、大气和土壤污染。

（4）自然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因洪水、台风、龙卷风等极

端天气或自然灾害，环境风险物质泄漏导致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污

染。

1.7分级

按照突发公共事件严重性和危害程度，参照《海南省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修订版）》（琼环办字〔2020〕1号），琼海市突发环境

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和一般（IV

级）四个等级。

1.7.1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人以上中毒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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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取水中断的；

（6）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本市内突发环境事件。

1.7.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I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万人以上 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7.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III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上 1万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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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

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1.7.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IV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

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

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

数。

1.8预案体系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由本预案、市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其

他涉及环境污染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组成。

预案体系分类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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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组织及职责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市环境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

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

应

急

处

置

组

综

合

协

调

组

医

疗

救

援

组

急

应

监

测

组

应

急

保

障

组

专

家

组

新

闻

宣

传

组

社

会

稳

定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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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市政府设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环境应急指

挥部），负责统一领导、组织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

作。

由其他类型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事件（事故）造成次生

的突发环境事件，且原生事件（事故）已成立或即将成立相应市指挥

部，则不再单独成立该事件的市指挥部，由原生事件（事故）指挥部

统一调度、协调、应对和处置事件（事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2.1.1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组成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总指挥，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担任副总指挥。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公安局、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气象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民政局、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琼海供电

局、市财政局、市委宣传部、琼海市融媒体中心、琼海市志愿服务指

导中心、市司法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中队、市科学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

海市人民医院、市教育局、各镇政府（管委会）、中国移动琼海分公

司、中国联通琼海分公司、中国电信琼海分公司等单位负责人（成员

单位职责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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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

环境应急工作的决策指示。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2）领导、组织、协调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3）按规定组织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4）宣布启动市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解除应急响应；

（5）对外发布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6）收集和分析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部署应急处置救援工作；

（7）组织协调、指挥调度全市环境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资源；

（8）向市政府及省有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

况；

2.2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市环境应急办）

设在市生态环境局，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生态环

境局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主任，市环境应急办职责：

（1）贯彻落实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收集汇总分

析各相关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信息，及时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及其成员单位通报应急处置工作情况；

（2）负责环境应急处置信息汇总、上报；负责办理和督促落实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决定事项；

（3）组织修订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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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环境应急相关宣传培训和演练；

（5）负责市突发环境应急专家组的组建、联络和日常管理工作。

2.3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

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视情况在事

发现场设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环境应

急现场指挥部），负责在现场组织指挥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

急处置工作和重大或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应急处置工作。市环

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授权的有关人

员担任，副指挥长由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单位和事发地人民政府（管

委会）主要负责人组成，成员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事发地

政府（管委会）的有关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

（1）执行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和指令，及时向市环境应急

指挥部报告现场应急工作情况；

（2）组织开展现场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学救援、转移安置

人员、维护社会稳定等应对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

成的环境污染。；

（3）接到应急响应终止命令后，结束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并自行

解散。

2.4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组

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

组、医疗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等应急工作

组。工作组设置、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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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未成立前，各应急工作组有关工作由本组

各单位按各自职责承担应急任务，当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成立后，

各应急工作组自动启动。参与现场处置的应急工作组、有关单位和人

员要服从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2.4.1综合协调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应急管理局、市

公安局、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协助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领导，协调各工作组的工

作，对应急处置有关信息进行汇总、传递和向上级报告相关命令的传

达。

2.4.2污染处置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水

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武警中队、市消防救援

支队、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调查，收集汇总相关数据，

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

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

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

组织建立现场警戒线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

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至安全紧急避险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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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应急监测组

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农业农村局、

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

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开展

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预测污染物扩散路径、范围，为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决策提供技术依据。会同专家组确定污染程度、范

围、污染扩散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2.4.4医疗救援组

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

琼海市人民医院、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主要职责：迅速组织医疗力量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

助，并根据治疗需要，及时将重症伤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救治；

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

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

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2.4.5应急保障组

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市水务局、中国移动琼

海分公司、中国联通琼海分公司、中国电信琼海分公司、中国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琼海供电局、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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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

置工作；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

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

群众基本生活和场所供应；做好应急通信、电力、供水保障工作。

2.4.6新闻宣传组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琼海市融媒体中心、事发地人

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

加强新闻宣传报道；收集分析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电信

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通过多种方式，通俗、权威、全面、

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信息。

2.4.7社会稳定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武警中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等参加。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

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

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

街道办、镇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防止出现群体

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监管和调控，

打击囤积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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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专家组

市环境应急办根据实际需要聘请有关行业领域专家、技术人员及

处置突发事件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环

境应急专家组由环境监测、危险化学品、生态、海洋环境、环境评估、

环境工程、防化、生物、气象、水利水文、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

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

主要职责：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研究、评估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发展趋势、采取的应对处置措施是否科学合理；为市环境应急

指挥部的决策以及现场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2.5应急联动机制

2.5.1 24小时联动机制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实行 24小时联动机制。有关单位

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立即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市环境应

急指挥部接到报告后迅速通知相关部门，并组织应急处置组进行现场

控制和处理，防止污染扩散。

2.5.2统一指挥，积极配合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各有关部门根据预案规定

的职责要求，服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

积极配合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工作，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2.5.3互通情况，记录完整

各有关部门互相配合，实行联合行动。确需分别进行处理的，应

当及时互通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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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移送至其他有关部门并形成记录备查，接受移送的部门要及时

进行处理。

2.5.4驻市军、警的支援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驻市军警部队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参加和配合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工作。

3预防和预警

3.1风险分析与信息报告

市生态环境局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环境监测，并对可能导

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应急管理、交通

运输、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气象等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当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通

报市生态环境局。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

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范措施。当出

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

3.2监管与预防

（1）加强隐患排查。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市

生态环境局督促企业事业单位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和环境安全隐患自

查，组织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加强环境风险源管控，实行差异化分级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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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风险管控。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建立全过程、多层次的

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加强重点风险源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预警和防范。

通过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互联网信息监测、12345热线、12369举报

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情况；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有关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

（3）加强预案管理。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企业事业单位

的预案管理，督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

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完善风险防

控措施，按照《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等有关规定，编制或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

培训演练。

（4）加强信息监控。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建立日常检查

监控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严格控制。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

以及预警信息监控。

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

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

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由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水质性缺水引发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由市

水务局负责；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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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气象

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

3.3预 警

3.3.1预警分级与信息发布

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

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分为四级，级别由低到高，依次

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

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红色预警：由市政府报请海南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

简称省应急委）审批同意并视情决定，以省政府或省应急委名义发布，

或授权市政府发布。

橙色、黄色、蓝色：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请市政府审批同意后，

由市政府或其授权机构自行审批发布。

情况紧急时，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可先以口头方式报经市政府领导

同意，下达预警信息发布指令后再补办书面审批程序。预警信息发布

时，同时报省应急管理厅及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注：上述预警限于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影响在本市范围内的，若

超出此范围则由省政府或经省政府授权的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发布预

警信息）

3.3.2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状态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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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做好

应急防范；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

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必

要的健康防护措施；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及时封闭、

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

妥善安置；通知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

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

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

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必要时实行停运、

限产、停产等相应措施。

（4）舆论引导。市委宣传部、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当地政府（管

委会）等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针对

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

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3预警调整

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的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事态

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断发生突发环境

事件的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3.3.4预警解除

当引起预警各类隐患排除后，由发布预警的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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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预警；当宣布解除预警时，市生态环境局应继续跟踪事件进展情况

直至确定污染危害已经消除，方可解除预警。

3.4信息报送与处理

3.4.1报告方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报告应采用书

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

告。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

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

料。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内容包括：突发

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

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

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

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

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在初报的

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在初报和续报的

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

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

究等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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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涉事单位等初始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必

须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其他相关部门报告，同时

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事发企业附近居民或其他人员

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可通过“12345”热线向市政府、或通过“12369”

热线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等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市应急管理

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应及时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应通

过互联网信息、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进展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立即进行

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3.4.3报告和通报

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应当按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

上报。

市生态环境局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

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对初步认定为特别重大（I级）或者重大（II级）突发环境事件

的，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应当在 30分钟内通过电话向省委省政府

和省生态环境厅报告情况，并在 2小时内书面向省委省政府和省生态

环境厅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应当同时在 2小时内上报生态环境部。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市政府及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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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应当在 3小时内向省委省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IV 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市生态环境局应

当在 4小时内向市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

的级别报告信息。

发生下列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市政府及市生态环

境局应当按照重大（II级）或者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

告程序上报：

（1）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2）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3）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4）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5）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

件。

3.4.4造成跨行政区域或特殊事件的报告和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发地人民政

府（管委会）应当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域同级人民政府，事发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也应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域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4应急响应

4.1应急响应程序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 I～IV级预警级别，分别将应急响应分为 I级

响应、II级响应、III级响应和 IV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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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I、II级应急响应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的Ⅰ、Ⅱ级应急响应工作，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启动

本预案，组织指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防止污染蔓延，有效控制事态

扩大，及时向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和应急处置情

况，交由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开展重大、特别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并向毗邻或可能涉及的市、县通报情况。

4.1.2 III级、IV级应急响应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的 III级、IV级应急响应工作，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启动本预案，立即组织、指挥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市环

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依据职责负责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III级、IV级响应启动后，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

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间段，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根据现场实际损失

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可适当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应急响应流程详见附件 4。

4.2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立即启动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和污染物性

质，采取必要的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迅速

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

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开展信息报告工作。

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和相关部门接到信息报告后，无论级别高

低、规模大小、损害轻重，都必须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先期处置，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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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或被困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因环境污染受到威胁的人

员，控制污染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防止危害扩大，并

及时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事件处置进展情况。

4.3响应措施

4.3.1现场污染处置

污染处置组立即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工作，收集汇总相关

数据，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

析污染途径，明确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

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切断和控制污染源，防止污染蔓延扩

散。做好有毒有害物质和消防废水、废液等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

工作。当事件超出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自身处理能力

时，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请求援

助。

当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时，由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对污染来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

围，切断污染源。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应组织制订综合处置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

手段追踪污染物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形式防止

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

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

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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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4.3.2转移安置人员

应急保障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程度以及事发地的气

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建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域和重

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及时有组织、有秩

序地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确保生命安全。

并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

4.3.3医疗救援

医疗救援组迅速组织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

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

治；视现场实际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医药急

需物资，确保事发地医疗救援工作；组织开展受污染人员及救援人员

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建议；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

援助。

4.3.4应急监测

应急监测组立即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

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相应的

应急监测方案及选定监测方法，确定监测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

设备、车辆，及时准确地开展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预测污

染物扩散路径、范围，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4.3.5市场监管和调控

社会稳定组应密切关注我市物资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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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物资的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

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

毒事件等。

4.3.6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

新闻宣传组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对外统一发布工作，由市政府

或其授权的部门通过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

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

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发布或散布未经核实或没有事实依据的信

息和传言，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对于较为复杂的事件，可分阶段发布，先简要发布基本事实。对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字的发布，应征求评估部门的意见。对影

响重大的突发事件处理结果，要及时发布。当发生跨市县突发环境事

件时，应与相邻市县通报应急处置情况，同时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及

时按要求和权限发布信息。

4.3.7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组负责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

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

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

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

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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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响应终止

当突发环境事件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部门终止应急响应。

4.4.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物质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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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

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4.2应急终止的程序

（1）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情况和监测评估结果，属于重

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由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经省

政府同意后宣布终止应急响应；属于一般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由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经市政府同意后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2）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接到应急响应终止命令后，结束现

场应急处置工作并自行解散，善后工作由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继续完

成，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协助；

（3）应急结束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应当在 2周内向市政府提

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情况专题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应在 2周内向

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情况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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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期工作

5.1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会

同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调查。及时查明事件

原因和性质，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评估事件影响，作出调

查结论，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5.2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要及时组织开

展污染损害评估，根据环境应急过程记录、现场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的总结报告、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掌握的应急情况、环境应急救援

行动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公众的反映等，客观、公正、全

面、及时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评估，并编写评估总结，

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

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办法按照生

态环境部的相关规定执行。

5.3善后处置

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

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做好受

害人员的安置等善后处置工作。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6应急保障

6.1经费保障

市财政局负责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和应急能力建设列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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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经费预算，及时拨付到位，给予有关部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

处置工程、应急培训及演练能力建设等工作的资金支持，确保应急工

作的开展。

6.2物资保障

有关部门按照工作需要和职责分工，加强重金属、危险化学品、

危险废物检验、鉴定和监测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

能力；配备应急指挥车、通信设备和自身防护等装备；储备污染源切

断，污染物控制、收集、降解等应急物资；鼓励支持应急物资社会化

储备，保障应急物资、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和供给。确保在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时能有效控制和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和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需要。

6.3技术保障

积极依托海南省环境应急管理系统，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

理、污染损害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预警的准确性和决策的科

学性。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建立环境应急专

家、危险化学品资料、应急物资、典型案例等信息库，实现信息共享，

为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6.4通信保障

通信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

应急期间通信和信息传递的需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

门应完善铁路和公路、水运、航空紧急运输体系保障，确保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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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输。公安部门应加强应急交通管理，

确保运送患者、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车辆优先通行。

6.5队伍保障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依托环境应急监

测、消防、专家以及大型企业的应急救援力量，培养一支常备不懈、

政企共建、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

的应急队伍，重点建设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伍、饮用水源地应

急快速监测和救援队伍等，加强综合性、区域性、重点行业领域专业

应急队伍建设，必要时通过市场化方式委托有应急处置能力的技术服

务单位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技术处置。

6.6宣传与培训

预案实施后，市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

琼海市辖区内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各街道办积极开展环境应急

教育，普及环境污染事件预防知识，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提高公众

的防范能力，加强环境应急救援及管理人员日常培训工作，提高其专

业技能及应急处置能力。

6.7应急演习

预案实施后，市生态环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要求，结合实际，

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

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定期进行应急演

练，并积极配合和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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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奖励和责任追究

对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根据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环境事件重要情

况，在应急处置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附则

7.1预案管理与更新

（1）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制订，报市政府批准发布

实施，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预案存在法律、行政法规、组织指挥体

系、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或实际应对、实战演习

中发现重大问题的，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2）各镇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或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由本级政府批准发布，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3）企业事业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制订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4）市生态环境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布应当依法进行环境

应急预案备案的企业名录；

（5）预案修订时间为 3年/次，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及联系方式

更新时间为 1年/次。

7.2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琼海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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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7年 4月发布的《琼海市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海府〔2017〕3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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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分类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按主体、专项、部门、企业事

业单位进行分类，各类预案将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不断补充、完善。

一、突发环境事件主体应急预案（本预案）

本预案是本预案在《海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版）》

的框架范围内制定，并与之相互衔接。也是《琼海市人民政府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是指导本市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

事件应对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二、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是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

类型突发环境事件而制定的应急预案。

三、突发环境事件部门应急预案

部门应急预案是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部

门职责，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而制定的预案。

四、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企业事业应急预案是企业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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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表

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1 市生态环境局

对全市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指导开展突

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包括应急监测所用标准样品、监测设备、

监测药品等物资的准备，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

2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中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以及遇难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会同事发地政府（管

委会）对受灾困难群众进行基本生活补助；参与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3 市水务局
参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测并发布相关水文信息 ；负责饮

用水紧急供水方案的制定并协调实施，组织在相关河道、水库等临时修建应急处置构筑物。

4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组织核定突发环境事件中耕地土壤、农作物和畜禽养殖的受污染、受损情况；对突发环境事

件造成的农业损害进行评估，组织开展农业修复；协助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的农村居

民、牲畜和农业生产物资的疏散与转移工作。

5 市交通运输局
组织协调通往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公路抢修及保持畅通工作；负责应急救援人员、物资的运输保

障工作；协助收集、消除道路和水路污染物。

6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和灾情信息通报工作，参与地质灾害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

林业林区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组织林业资源损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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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7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医疗救援工作，确定突发环境事件所导致健康危害的性质及其

影响人数和范围。

8 市公安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处置时设置警戒、维持治安和道路交通管制等工作；协助组织群众安

全疏散、撤离；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9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环境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监督管理，协调落实配套资金，组织应急电力保障；

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及周边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供应。

1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监督管理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区域的市场交易，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

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

11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指导临时避难所建设，指导质量安全监督。

12 市气象局 负责提供环境应急所需的气象信息。

13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参与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中产生的废物运输、处置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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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14 市民政局
鼓励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协助紧急转移安置突发环境事件中的受灾群

众；会同事发地区政府（管委会）对受灾困难群众进行基本生活救助。

15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琼海供电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电力保障的有关协调工作。

16 市财政局
负责安排环境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运行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经费，负责应急状态下所需应急

资金的保障工作。

17 市委宣传部
统一组织有关新闻单位及时报道环境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信息；

负责对事件现场媒体活动实施管理、协调和指导。

18 琼海市融媒体中心 做好相关应急知识普及。

19 琼海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指导全市范围内志愿者有序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

20 市司法局 配合指导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及有关部门的矛盾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

21 市消防救援支队
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救援人员、装备和技术支持，负责险情的控制、排

除和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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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22 市武警中队 负责动员武警力量参加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行动。

23 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参与工业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负责组织协调应急通信，协调救援装

备、监测设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生产供应工作。

24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时，协调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核实有关污染清除和损失费用；同时配合开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安全教育和舆论引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5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指导做好对突发环境事件中伤亡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支付工作；负责对

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表彰。

26 琼海市人民医院 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做好伤病员医疗救治以及应急心理援助工作。

27 市教育局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制定并组织实施学生、教职工紧急避险和疏散方案。

28 各镇政府（管委会） 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协调辖区内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29

中国移动琼海分公司、

中国联通琼海分公司、

中国电信琼海分公司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通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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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职 责 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总指挥 市人民政府 分管副市长 62932362

副总指挥 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 62917660

主要成员

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 62791188

市水务局 局长 62939677

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 62928180

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 68922329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 13307661138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人 62803368

市公安局 局长 62896368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6293000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 62929669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 36828958

市气象局 局长 62820850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长 62938219

市民政局 局长 62931539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琼海供电局
负责人 32058001

市财政局 局长 62823415

市委宣传部 负责人 62930247

琼海市融媒体中心 负责人 62931230

琼海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负责人 62937207

市司法局 局长 62828388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

39

市消防救援支队 支队长 62912552

武警中队 负责人 18976135460

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局长 62811188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局长 13876226088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 62928983

琼海市人民医院 院长 62822496

市教育局 局长 62819609

嘉积镇政府 镇长 62920098

博鳌镇政府 镇长 62778219

长坡镇政府 镇长 13389860382

潭门镇政府 镇长 13876215969

中原镇政府 镇长 13807609310

大路镇政府 镇长 62731393

阳江镇政府 镇长 18689880585

塔洋镇政府 镇长 62910189

万泉镇政府 镇长 62880566

石壁镇政府 镇长 62605192

龙江镇政府 镇长 13078992185

会山镇政府 镇长 13687522469

彬村山华侨经济区 负责人 13006095516

中国移动琼海分公司 负责人 31699000

中国联通琼海分公司 负责人 18608902677

中国电信琼海分公司 负责人 6276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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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Ⅰ级或Ⅱ级响应流程

后期处置

应急结束

事件有效控制

突发环境事件

省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指挥部

应急处置工作

指挥、组织

实施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启动市

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启动省级相关应急预案

III 、IV 级

I 、II级事件

先期处置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分

析研判事故级别

按Ⅲ级或Ⅳ级

响应流程处理

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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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或Ⅳ级响应流程

后期处置

应急结束

事件有效控制

突发环境事件

市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

应急处置工作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启动市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III 、IV 级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

市环境应急指挥部分

析研判事故级别

设立

按Ⅰ级或Ⅱ级

响应流程处理

I 、II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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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送流程

同时上报 2 小时

4小时内上报

生态环境部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I、II 级突发环

境事件
市政府及市生态

环境局

省委省政府及

省生态环境厅

省委省政府及

省生态环境厅

半小时内

电话上报

上报
2 小 时 内

书面上报

IV 级突发环

境事件
市生态环境局

省委省政府及省生态

环境厅

市政府及省生态环境

厅

III 级突发环

境事件

市政府及市生态

环境局
3小时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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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接报记录表

填表人
填表

时间

突发环境事件

类别

性质 级别

时间

地点

接报人

姓名 电话

单位 职务

接报时间

接报方式 电话 书信 其他

电话背景资料 电话号码 打电话位置

来电者身份 性别 年龄 口音

谈吐 急切 缓慢 独特 口吃 语无伦次 其他

表达情绪 冷静 愤怒 理性 非理性 连贯 从容 激动

背景杂音
宁静 嘈杂 音乐 人声 飞机 交通 办公室 工厂

 其他

临时处置措施

其他资料

附注

任何人员接获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信息后，应当在一小时内通过应急

信息共享网络和专门通信系统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环境应急办报告

应急信息共

享热线
12345、12369

市生态环境

局电话
6291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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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送表

项目 内容

现场信息 报告时间、现场联系人、报告人联系方式。

事件基本信息
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污染源、泄漏数量、财

产损失、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事故进展。

现场勘察情况

1、周边是否有居民点：离事发地距离；

2、周边是否有饮用水源地：分布情况（离事发地距离）、

供水范围（每日供水量、影响人口量）；

3、水文、气象条件等。

现场监测情况
监测报告、监测点位图（关键点位离事发地及敏感区域距

离）。

应急处置措施 政府及应急部门采取的措施等。

应急处置结果 现场处置结果、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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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前置处理检查单

事件描述

处置单位 处置时间

前

置

处

置

情

况

启动应急预案情况

对事件的性质、类别、

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

进行评估和报告情况

采取驱离、封锁、隔离、

管制等措施

向公众发出危险或避险

警告情况

用于应急处置的应急资

源使用情况

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

救、采取的安全防护措

施情况

请求上级及其他有关机

构给予支援情况

通报相关单位情况

其他先期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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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应急处置行动指南卡

事件描述

执行人或

执行部门

相关信

息

名称 代号

电话 到达位置

职务 联络方式

第一步

1. 判定突发环境事件性质、级别，并做出行动选择（）

2. 一小时内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

3. 迅速集结到相关岗位（）

应急工作内容

预警

基本应急

扩大应急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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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应急专家组推荐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最高学历 从事专业、领域

1 陈坚 海口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总工 高级工程师 本科 环境监测

2 林积泉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硕士 环境科学、环境监测

3 刘阳生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副科级 研究员 本科 环境科学、环境监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4 林锋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本科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5 符瞰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无 研究员 硕士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监测、生态学、

环境化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化学、应用

化学、化学品和危废处理

6 莫海绵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副院长 本科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7 葛成军 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博士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监测、生态学、

环境化学、应急管理

8 李进 海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博士
环境工程、环境化学、化学、应用化学、

精细化工、化学品和危废处理、应急管理

9 吴坤悌 海南省气象局 副处长 高级工程师 本科 环境科学、大气科学、应急管理

10 颜为军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硕士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监测、大气科学

11 鲁英 海南医学院 教师 副教授 博士 环境医学、卫生和饮用水安全

12 刘红 海南师范大学 副主任 教授 博士 应用化学、食品工程、食品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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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琼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应急设备名录

序号 装备类型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水质采样装备

自动水质采样器 MODEL9870-B 1套

2 金属抽滤器 BCL-100 1套

3 水样保存箱 1套

4 手持 GPS 1个

5 摄像机 1部

6

水质常规项目

原子荧光光度计 PF32 1套

7 便携式水质多参数测定仪 HQ40D、YSI 2套

8 水质试纸 多套

9 水质试剂盒 多套

10 水质重金属 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 HM1000 1套

11 水质生物指标 发光细菌毒性检测仪 Lumifox 2000 1套

12

空气采样装备

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分析仪 MX6 1套

13 加热型烟气采样探头套装 0600、7630 1套

14 苏码罐 6L 6套

15 清罐仪 3100D型 1套

16
移动应急监测

平台
应急监测车 NJ5047XXYCEV3 1套

17

防护装备

半封闭化学防护服 COMB171/401020 2套

18 全封闭化学防护服 TK554T 2套

19 自给式空气呼吸器 SCBA126L C900 2套

20 全面具 7600008A 2套

21
后勤保障

防爆无线对讲机 XIR P6600i 2套

22 节能强光防爆灯 JW7300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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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建议补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应急物资 种类 名称 单位 数量 责任单位

个人防护类

物资

身体防护 防酸服、防碱服 套 30

琼海市生

态环境局

头部防护 安全帽 顶 30

手部防护
防酸碱手套 双 30

防化学品手套 双 30

足部防护
防酸碱鞋 双 30

耐化学品的工业橡胶鞋 双 30

污染物控制

物资

围堵类
沙包沙袋 袋 100

围油索 条 30

吸附剂

活性碳 袋 150

吸油棉卷 包 150

吸油毡 包 150

中和剂
纯碱-消石灰 袋 100

氯化氢 袋 100

絮凝剂
碳酸钠 袋 100

石灰 袋 100

装置设备

应急通讯设备 电话、喇叭及对讲机等 部 30

抽水设备 汽油机应急抽水机组 台 2

应急交通
应急车 辆 1

应急船 艘 1

特种车 水罐车 辆 1

备注 以上应急物资储备数量视实际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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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部分企业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序

号
物品 数量

检查情

况
用途 存放位置

1 急救箱 1个 良好 急救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2 急救药品 1批 良好 急救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3 灭火器 132具 良好 灭火

办公楼、保安室、食堂、

宿舍、研发楼、质量实验

楼

4 耳塞 30对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5 手电筒 5个 良好 照明
第一保安室、第二保安室

微型消防站

6 对讲机 3台 良好 通讯 设备部

7 安全帽 13个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一保安室、第二保安室

微型消防站

8
自救呼吸

器
15个 良好 急救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针剂车间

9 防毒面具 7个 良好 急救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0 防水鞋 10双 良好 防水
第一保安室、第二保安室

微型消防站

11
特质夜光

雨衣
4件 良好 防水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2 防酸手套 11双 良好 防酸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3 棉手套 28双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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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颗粒物过

滤呼吸器
85个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仓库

15 防尘口罩 6个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6 防护眼罩 7个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7 安全带 2条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8
安全绳

（20m）
2条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19 防烫手套 2双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仓库

20
防静电手

套
5双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21 防护服 3件 良好 个人安全保护 第二保安室微型消防站

22
消防栓、水

带、枪头
39套 良好 灭火

办公楼、各车间、仓库、

研发楼、质量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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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嘉积城区污水处理厂）应急物资储备表

名称 单位 规格 数量 存放位置 管理人员

抢险物

料

沙袋 条 200 仓库

陈秀花

18708933470

铁丝 捆 6 仓库

绳子 捆 5 仓库

铁锹 把 5 仓库

木条 根 25 仓库

胶手套 双 20 配电房

棉手套 双 120 配电房

绝缘手套 双 3 仓库

急救箱 个 1 仓库

警戒绳 卷 3 仓库

沙子 方 2.6 配电室旁

雨伞 把 10 仓库

救生绳 米 100 仓库

砍刀 把 2 仓库

小型抢

险机具

雨衣 套 10 仓库

雨靴 双 11 仓库

安全帽 顶 20 仓库

手电筒 把 4 仓库

救生衣 件 10 仓库

救生圈 个 2 各生化池

皮卡车

5125 辆 1 车库

手推车 辆 2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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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梯 把 3米/把 1 仓库

人字梯 把 6米/把 1 仓库

伸缩梯 把 11米/把 1 仓库

抽水泵 台 5 机修间

卷水带 盘 2 仓库

锯子 把 1 仓库

应急救

援物资

正压式呼

吸器
套 1 仓库

安全带 个 5 仓库

安全绳 条 3 仓库

防毒面具 个 10 仓库

有毒气体

检测仪
个 1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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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潭门鼎盛包装厂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名称及规格 总数量 存放部位 数量
规定检查频次和

维修措施
管理人员

手套 多套
应急物资存放

点及生产车间
多套

厂区日常生产员

工使用时可检查

陈慧

13876163376

胶鞋 10双 应急办公室 10双 每月一次

防毒器具 3套 应急办公室 3套 每周一次

应急灯 5盏 应急办公室及

厂房
5盏 每月一次

灭火器 58个 厂区 58个 每周一次

消防栓 8个 厂区 8个 每周一次

灭火沙 3㎡ 厂区 3㎡ 每月一次

医药急救箱 1个 应急办公室 1个 每周一次

应急车辆 1辆 厂区 1辆 厂区日常保养即

可

护目镜 5套 应急办公室 5套 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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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控长输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琼海站）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物品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所在地 负责人

1
医护药箱（含

应急药品）
箱 1 工具间 站长

2 护目眼镜 副 3 工具间 站长

3 水鞋 双 4 工具间 站长

4 雨衣＆雨鞋 套 3 工具间 站长

5 防火服 套 2 工具间 站长

6 空气呼吸器 台 1 工具间 站长

7 防毒半面具 ST-FDX 套 3 工具间 站长

8 耳塞 3M1435 套 3 工具间 站长

9 安全带 T5X13 条 1 工具间 站长

10 防爆灯 台 2 工具间 站长

11 防爆对讲机 台 3 站控室 站长

12 吊带 条 2 工具间 站长

13 照明电缆 米 100 工具间 站长

14 应急车 辆 1 车库 站长

15 应急灯 台 1 工具间 站长

16 防爆工具箱 套 1 工具间 站长

17 排污水带 米 50 工具间 站长

18 潜水抽水泵 台 1 仓库 站长

19 编织袋 袋 若干 工具间 站长

20 警示带 盘 2 工具间 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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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铁丝 千克 5 工具间 站长

22 顶木 条 60 工具间 站长

23 绑扎带 个 100 工具间 站长

24 铁锹 把 3 工具间 站长

25 镐头 把 3 工具间 站长

26 沙袋 袋 100 仓库 站长

27 手电筒 把 2 工具间 站长

28 锤子 把 2 工具间 站长

29 铁质撬棍 把 2 工具间 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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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琼海金隆加油站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序号 品名 放置地点 数量 型号 生产日期 保管人

001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2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3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4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5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6
4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加油岛 1

MFZL4

型
2011年 10月 柳泽旭

007
手提式二氧化碳

灭火器
便利店 1 MT3型 2011年 10月 陈国波

008
手提式二氧化碳

灭火器
站长室 2 MT3型 2011年 10月 陈国波

009
手提式二氧化碳

灭火器
配电房 2 MT3型 2011年 10月 陈国波

010
8kg 手提式干粉

灭火器
油罐区 1

MFZL8

型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011
35kg 推车式干粉

灭火器
油罐区 1

MFTZL3

5型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012 灭火毯 加油区 3 2011年 10月 陈国波

013 灭火毯 油罐区 2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014 消防沙池 油罐区 1 2M³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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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消防铲 油罐区 3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016 消防桶 油罐区 3 2011年 10月 朱厚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琼海爱华加油站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位置 管理人员

1 干粉灭火器 MFZ/ABC4 2 加油现场 冯伟

2 干粉灭火器 MFZ/ABC4 2 油罐区 许辉良

3
手提式二氧化碳

灭火器
MT/3型 1

配电房、办公

室
冯伟

4 消防铲 把 2 油罐区 许辉良

5
35公斤推车式灭

火器
35公斤 1

加油岛、油罐

区
许辉良

6 灭火毯 4
加油现场、油

罐区
冯伟

7 消防沙 3立方米 1 油罐区 王小爱

8 消防桶 4 油罐区 王小爱

9 隔离警示带 2 办公室 王小爱

10 急救箱 1个 办公室 王小爱

11 安全帽 1个 罐区 王小爱

12 吸油毯 张 2 杂物室 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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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应急物资现场照片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琼海市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嘉积城区污水处理厂）

海南海控长输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琼海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琼海金隆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琼海爱华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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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琼海市重点监控排污企业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水 大气 土壤 其他

1 琼海市 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焚烧厂）

/ 是 是 /

2 琼海市
琼海长坡众信炬能生物质致密成

型燃料加工厂
/ 是 / /

3 琼海市 琼海程林橡胶贸易有限公司 是 / / /

4 琼海市
琼海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琼海市污水处理厂）
是 / / /

5 琼海市 琼海市人民医院 / / / 是

6 琼海市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是 是 / /

7 琼海市 琼海高利发贸易有限公司 是 / / /

8 琼海市 琼海市中医院新区 / / / 是

9 琼海市
海南佳祥康庆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
/ / 是 /

10 琼海市 海南济民博鳌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 / / 是

11 琼海市 海南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 / / 是

12 琼海市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 / 是

13 琼海市 琼海坤元贵金属有限公司 /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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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卡

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卡

突发环境事件

类型
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响应分级 Ⅰ、Ⅱ级应急响应

先期处置

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和相关部门接到信息报告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

先期处置，营救受伤或被困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因环境污染受

到威胁的人员，控制污染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防止危害扩

大，并及时向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事件处置进展情况。

基本原则

（1）确认污染物危害与毒性

通过初步判断与监测分析，确认污染物及其危害与毒性，按照污染源

排查程序，确定与切断污染源，并对同类污染源进行限排、禁排。

（2）确定饮用水源取水口基本情况

确认下游供水设施服务区及服务人口、设计规模及日供水量、设施管

理部门联系方式；取水口名称、地点及距离、地理位置（经纬度）等。

（3）确定地下水取水情况

确认地下水服务范围内灌溉面积、基本农田保护区情况。立即通知立

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到突发水污染事件影响的对象，特别是可能受到影响的

取水口，以便及时争取防备措施。

处置措施

污染物的分段阻隔，消减，逐渐稀释，同时，启动自来水厂应急工程

或备用水源。

（1）联合通报机制

上下游水质变化异常要通报，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要通报，查处成效要

通报，应急效果要通报。

（2）联合监测制度

事件发生后，上下游应同时实现联合监测，并互交监测结果，同时监

控污染物的迁移速率，浓度变化趋势等，为应急防范措施提供依据。

（3）联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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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施同类污染源禁排、限排措施，实施污染物的消减措施，同时

实施自来水厂和水井保护措施。

信息报告 按照重大（II级）或者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响应终止 由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后期工作 善后工作由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继续完成，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协助

大气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卡

突发环境事件

类型
大气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响应分级 市指挥部组织分析研判确定事件等级

处置原则

相关部门接到大气事故报警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势态情况，组

织专业处置队伍，开展处置工作。专业处置人员必须携带足够的氧气、空

气呼吸器及其它特种防毒器具，并在人员、车辆、个人防护装备方面提供

有力的保障，在救援的同时应该迅速查明污染源，划定警戒区域，遵循“救

人第一”的原则，积极抢救已中毒人员，疏散受有毒气气威胁的群众。

处置措施

（1）抢修设备与消除污染相结合。抢修设备与消除污染相结合。抢

修设备旨在控制污染源，抢修愈早受污染面积愈小。在抢修区域，直接对

泄漏点或泄露部位洗消，构成空间除污网，为抢修设备起到掩护作用。

（2）确定污染范围。做好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及时查明泄漏源的

种类、数量和扩散区域。明确污染边界，确定洗消量。

（3）严防污染扩散。利用就便器材与消防专业装备器材相结合。对

毒气事故的污染清除，专业器材具有效率高、处理快的明显优势，但目前

装备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实际应用，所以必须充分发挥企业救援体系，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扩散。主要采取以下措施防止污染扩散。堵：用针对

性的材料封闭下水道，截断有毒物质外流造成污染。撒：可用具有中和作

用的酸性和碱性粉末抛撒在泄漏地点的周围，使之发生中和反应，降低危

害程度。喷：用酸碱中和原理，将稀碱（酸）喷洒在泄漏部位，形成隔离



琼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版）

63

区域。稀：利用大量的水对污染进行稀释，以降低污染浓度。

（4）污染洗消。利用喷洒洗消液、抛洒粉状消毒剂等方式消除毒气

污染。源头洗消：在事故发生初期，对事故发生点、设备或厂房洗消，将

污染源严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隔离洗消：当污染蔓延时，对下风向暴露

的设备、厂房，特别是高大建筑物喷洒洗消液，抛撒粉状消毒剂，形成保

护层，污染降落物或流经时即可产生反应，降低甚至消除危害。延伸洗消：

在控制住污染源后，从事故发生地开始向下风方向对污染区逐次推进全面

而彻底的洗消。

信息报告

根据事件等级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应当按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必要

时可越级上报。

响应终止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情况和监测评估结果，属于重大或特别重

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由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经省政府同意后宣布

终止应急响应；属于一般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由市环境应急指挥部报

经市政府同意后宣布终止应急响应。

后期工作 善后工作由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继续完成，事发地政府（管委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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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 外部应急单位联络表

序号 单位 办公室电话 序号 单位 办公室电话

1
海南省应急

管理厅
66771111 2

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
65350100

3
海口市应急

管理局
68723819 4

海口市生态

环境局
68723890

5
文昌市应急

管理局
63330075 6

文昌市生态

环境局
63331057

7
定安县应急

管理局
63822069 8

定安县生态

环境局
63826515

9
万宁市应急

管理局
62222320 10

万宁市生态

环境局
62233735

11
屯昌县应急

管理局
67937865 12

屯昌市生态

环境局
6781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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