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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安全环保生产事故综合应急救援演练策划方案 

 安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演练达

到预期的效果，演练的策划必须细致周密，要把各级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设施组

成统一的整体，以验证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一、成立应急救援演练策划小组： 

组  长：李纪清 

副组长：陈欣、任建晖、朱昌林、涂国庆、魏伟、郑波、代文章、郑林、李金顶 

成   员：胡真宝、洪振华、樊强、任亚东、李彬、唐清华、周彬、潘利、高荣军、

赵义、谢霖、陈军、张小亮 、占元林、梁中发、何雷、李飞、赵飞华、

刘迎军 

二、拟定演练目标： 

1、演练项目 

（1）汽车电池连接线松动打火发生火灾。并上报公司应急联络总指挥，通知各

应急小组，生产车间、安全部、环保部、计划部、采购部、基建部、办公室立即

赶赴现场救援，根据各部门要求汇报给办公室对外联系各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上报

火灾情况。如：消防大队、环保局、安监局等。 

（2）汽车加充线人员进行火灾疏散逃生。 

（3）汽车加充线灭火组人员在扑救电器线路火灾，发现一名员工触电倒地，引

发触电事故应急处理。 

（4）汽车加充线硫酸输送管道被火烧裂泄露，引起人员灼伤、触电救护。 

（5）灭火组一名人员在扑救火灾过程中，引起中暑，进行现场救护。 

（6）公司灭火组与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配合，对汽车加充线线路着火进行洗消。 

（7）善后处置洗消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硫酸管道泄露的废酸处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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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夜半交接班时进行夜班应急疏散演练，宣导夜班疏散注意事项。 

（9）发生火灾公司环保部人员立即对公司对外排放口进行关闭阀门。 

2、预演和演练时间： 

预演时间：2019年 6月 14 日 10:00—11:30； 

演练时间：2019年 6月 14 日 15:00—17:00。 

3、演习地点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二三车间十字路口处 

4、演练情景设计 

（1）人员疏散：模拟 15:20 加充线电气线路短路打火发生火灾，汽车车间火灾

情况下的人员疏散。 

（2）消防灭火：模拟 15:35，实施现场消防灭火与现场洗消，（模拟着火消防

演练由公司义务消防队完成），（模拟现场洗消、消除火灾由公司义务消防队与

县消防大队官兵共同完成）。 

（3）汽车加充线触电事故应急处理：15:40汽车加充线灭火组人员在扑救电器

线路火灾，引发触电事故应急处理。由医疗救援组实施施救。 

（4）汽车加充线硫酸灼伤人员救护应急处理：15:50汽车加充线硫酸输送管道

被火烧裂泄漏，造成硫酸泄露灼伤人员。由化学品泄漏抢险组实施抢救人员，救

护组进行人员救护。 

（5）16:00 灭火组一名人员在扑救火灾过程中，由于火场温度过高引起中暑。

由救护组进行现场救护。 

（6）16:10汽车加充线线路着火进行洗消演练（由公司义务消防队与县消防大

队消防官兵配合消防车进行演练）。 

（7）16：20 事故后处理组对现场产生的洗消废水和硫酸管道泄露的废酸及烧

坏的电池进行收集和处置，并进行环境监测，并巡查是否再有发生硫酸泄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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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演练流程 

（1）第一程序：汽车加充线电气线路短路打火发生火灾，汽车车间人员进行疏

散演练。由办公室通知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火灾情况。 

（2）第二程序：模拟着火进行灭火演练（由公司义务消防队完成）。 

（3）第三程序：汽车加充线触电事故应急处理。由现场人员、医疗救援组实施

施救。 

  (4)第四程序：汽车加充线硫酸灼伤人员救护应急处理。由现场人员、化学品

泄漏抢险组实施抢救人员，救护组进行人员救护。 

（5）第五程序：灭火组一名人员中暑，救护组进行人员救护。 

（6）第六程序：汽车加充线线路着火进行洗消演练（由公司义务消防队与县消

防大队消防官兵配合消防车进行演练）。 

（7）第七程序：事故后处理组对现场产生的洗消废水和硫酸管道泄露的废酸及

烧坏的电池进行收集和处置。 

6、演练人员手册 

（1）演练人员在模拟可燃物着火，灭火时应注意人身安全。 

（2）演练人员应服从应急指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按应急预案认真实施演练。 

（3）泄漏物洗消水应入污水处理站处理。 

（4）在模拟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入内。 

（5）遵守划定的交通控制区安全规定。 

（6）演练时应按要求穿戴防护用品，保证演练过程中人身安全。 

（7）演练过程中保证通讯畅通。 

7、应急救援总指挥宣布演练开始。 

8、演练控制 

（1）向演练人员传递控制消息，消除演练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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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止演练人员不安全行为。 

9、现场应急指挥向总指挥报告演练完毕，由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 

10、应急救援演练评价 

观察和记录演练表现，比较与演练目标是否一致，并提出演练得失的过程，

检验应急指挥人员和应急响应人员完成应急救援任务的能力。 

11、演练总结与追踪 

演练结束后，各参演专业队进行演练后的总结和讲评，总结演练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的措施，追踪是督促相关单位解决问题的持续活动，并进行跟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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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应急救援演练现场指挥工作程序 

1. 为体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管理方针，加强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检验我公司有关应急预案的符合性和有效性，普及消防知识及操作技

能，加强全体员工的安全、环保、消防及化学品应急处理防范意识，增强员

工的消防及应急处理能力，提升员工的团队合作能力，保证在实际工作、生

活中遇到险情时，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促进我公司消防安全水平，特举办此

次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下面介绍一下莅临公司指导的嘉宾有： 

濉溪县政府苗县长； 

濉溪县应急局           局长； 

濉溪县生态环境局       局长； 

开发区                 局长； 

县消防大队             大队长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朱昌林先生； 

以及我们兄弟单位的领导。下面有请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纪

清先生进行动员致辞； 

2. 总指挥李纪清先生致词并宣布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应急救

援演练开始（总指挥动员致词）。 

3. 疏散组拉响警报； 

4. （现场指挥程健楠）向总指挥李纪清报告：报告，加充线电池连接线松动打

火引燃周围可燃物发生火灾，请求启动火灾应急救援预案。 

5. （总指挥李纪清）：迅速启动火灾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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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指挥程健楠）：是！ 

演练流程 

1.1（疏散组王洪江）：报告，疏散组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疏散，请注意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电源。 

1.2（警戒组温光明（5人全外保引导疏散））：报告，警戒组已赶赴现场，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对现场严加警戒。 

1.3（抢险组石虎）：报告，抢险组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1.4（灭火组裴晓峰（6人，王杨杨演练触电、一人演练硫酸灼伤、一人演练中暑、

一人至场外迎消防车））：报告，灭火组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1.5（救护组代飞（4 人 1 护士、2 抬担架））：报告，救护组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1.6（现场监测组王帅等 3 人（分别监测现场空气、水质））：报告，现场监测组

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1.7（事故后处理组闫举飞（2 人））： 报告，事故后处理组集合完毕，请指示！ 

     （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2.（现场解说何玉松）待人员开始疏散时进行解说： 在火灾事故当中，当空气

中的一氧化碳的含量达到 1.28%时，就会使人在一至三分钟内窒息死亡，所以当

被火困时，不要惊慌，要找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在难已找到时，应选择靠墙边上，

以便消防人员的营救。公众场所 （如车间、食堂等）遇到火灾，应听从指挥，

就近向安全通道方向分流疏散撤离，千万不要惊慌拥挤，互相践踏造成意外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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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若火势不大，应尽快披上浸湿的质地较厚的衣服或毛毯、棉被，勇敢地冲出

去。在烟火中逃生要尽量放低身体，最好是沿着墙角匍匐前进，并用湿毛巾或湿

手帕等捂住口鼻。  

3.（疏散组王洪江）待人员疏散完毕：车间人员疏散完毕，应到 200人，实到 200

人。 

4.（现场指挥程健楠）：灭火组立刻组织灭火。 

 （灭火组裴晓峰）:是 

5.（现场解说何玉松）解说灭火组两小队操作方法：1. 灭火组第一队携带气压、

干粉正常的 ABC 灭火器赶到火灾现场，来回颠倒几下，在距燃烧物 4—5 米处，

放下灭火器，拔去灭火器上的铅封和保险栓，右手握灭火器手柄，左手握灭火器

底部，顺风压下压把对准火源的根部实施灭火。 

6．（灭火组裴晓峰）向现场指挥汇报：报告,火势无法控制，请求支援。 

7.（现场指挥程健楠）解说完立即向总指挥李纪清报告：火势未得到控制，为防

止火势蔓延，请求县消防队救助。 

8.（总指挥李纪清）：抓紧救援。 

9.（现场指挥程健楠）：“喂，119吗？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是

电器线路和木质卡板燃烧，请派人支援，地点是濉溪县经济开发区迎春路 1 号，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7082222，7082222”。 

10.（现场解说何玉松）：现场灭火组队员有一名员工发生触电事故，另一名队员

立即关闭电源并用干燥的木条挑开电线，同时打电话报告。 

11.（灭火组裴晓峰）：喂，救护组吗?加充线一设备电源没有关闭，现场发现一

名员工发生触电事故，请求实施救护。 

12.（救护组代飞）：报告，加充线一名灭火组人员触电，请求实施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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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人员对触电员工实施救护。 

14.（救护组代飞）：是！ 

15.（现场解说何玉松）：发生触电事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用不导电物体（干

燥的木棍、竹棒、干布等物）使伤员脱离电源。当伤员脱离电源后，应立即检查

伤员全身情况，特别是呼吸和心跳。救护组人员首先对触电者做人工呼吸：1.一

手捏住触电者鼻翼两侧，另一手食指与中指抬起触电者下颌，深吸一口气，用口

对准患者的口吹入，吹气停止后放松鼻孔，让病人从鼻孔呼气。依此反复进行。

2.成人触电者每分钟 14—16 次。最初六、七次吹气可快一些，以后转为正常速

度。3.同时要注意观察触电者的胸部，操作正确应能看到胸部有起伏，并感到有

气流逸出。紧接着一名救护人员对触电者做胸外心脏挤压：1.让触电者的头、胸

部处于同一水平面，最好躺在坚硬的地面上。2.抢救者左手掌根部放在触电者的

胸骨中下半部，右手掌重叠放在左手背上。手臂伸直，利用身体部分重量垂直下

压胸腔 3—5 厘米，然后放松。放松时掌根不要离开患者胸腔。3.挤压要平稳、

有规则、不间断，也不能冲击猛压。下压与放松的时间应大致相等。频率为成人

每分钟 80—100次。4.在实施胸外心脏挤压的同时，应交替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心脏挤压与人工呼吸次数的比例：单人抢救为 15:2，双人抢救为 5:1。现场抢救

中，不要随意移动伤员，若确需移动时，抢救中断时间不应超过 30 秒。心跳呼

吸停止者要继续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在医务人员未接替前救治不能中止。

情况严重的需要安排就医。 

16.（救护组代飞）待救护结束后向现场指挥报告：救护已结束，触电人员已安

全送到县医院就医。 

17.（现场指挥程健楠）：要注意跟进了解伤者情况，及时汇报。 

18.（救护组代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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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灭火组第二队携带气压、干粉正常的 ABC 灭火器赶到火灾现场，来回颠倒几

下，在距燃烧物 4—5 米处，放下灭火器，拔去灭火器上的铅封和保险栓，右手

握灭火器手柄，左手握灭火器底部，顺风压下压把对准火源的根部实施灭火。 

20. （灭火组裴晓峰（打电话）：喂,抢险组吗?加充线硫酸管道受热损裂遗留的

硫酸发生泄露，一名灭火组人员被灼伤，请求实施抢救。 

21. （现场解说何玉松）：现场灭火组一名队员被硫酸灼伤，一名灭火组队员立

即用干布对灼伤人员进行擦拭，一名队员打电话报告。 

22.（抢险组石虎）：报告，加充线一名灭火组人员被硫酸灼伤，需穿防化服实施

抢救，请指示！ 

23.（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实施现场抢救。 

24.（抢险组石虎）：是！ 

    抢险组人员带上工具箱、穿上防护服离开现场将灼伤人员移动 4米左右。 

25.（现场解说何玉松）：抢险组人员穿戴防护服将灼伤人员移至安全地带。 

26.（抢险组石虎）：报告，伤员已移至安全地带，请求救护。 

27.（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28.（抢险组抢险组）：是！ 

29.（现场指挥程健楠）：救护组 

30.（救护组代飞）：到！ 

31.（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人员对灼伤员工实施救护。 

32.（救护组代飞）：是！ 

33.（现场解说何玉松）：救护组对抢险组救出的灭火组队员双目进行检查，硫酸

溅入眼内可造成灼伤，甚至角膜穿孔、全眼炎以至失明。现场救护人员检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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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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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部、颈部、胸部等部位进行检查灼伤情况，硫酸灼伤皮肤轻者出现红斑，重者

形成溃疡，愈后癍痕收缩影响功能。现场救护人员检查后，立即用隔板纸或干净

的布条等把沾在皮肤上的酸液擦拭干净，再剪去污染的衣着，用流动清水冲洗至

少 15分钟。情况严重的需要安排就医。同时将在发生事故后要对现场进行封锁，

不准未穿防护用品人员进入，防止再次造成人员伤害。 

34.（救护组代飞）待救护结束后向现场指挥报告：救护已结束，灼伤人员已安

全送到县医院就医。 

35.（现场指挥程健楠）：要注意跟进了解伤者情况，及时汇报。 

36.（救护组代飞）：是 

47.（灭火组裴晓峰）：喂,救护组吗?灭火组一名队员由于现场过热发生中暑，晕

倒，请求救护。 

48．（救护组代飞）：报告,一名灭火人员发生中暑,请求实施救护. 

49. （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人员对中暑员工实施救护。 

50.（救护组代飞）：是 

51.（现场解说何玉松）：中暑是在高温环境里，体内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引起机

体体温调节发生障碍的一种急性疾病。  

51.1．迅速将病者抬到通风、 阴凉、干爽的地方，使其仰卧并解开衣扣，松开

或脱去衣服，如衣服被汗水湿透更换干衣服为宜． 同时可用扇子轻扇， 帮助散

热。  

51.2.面部发红的病人可将头部稍垫高，对面部发白者头部略放低，使其周身血

流通。  

51.3.头部可捂上一块冷毛巾，可用 50%酒精、 冰水、冷水进行全身擦浴， 使末

梢血管扩张， 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用扇或电扇吹风， 促进散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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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病人若已失去知觉时，可让其嗅氨水等刺激剂，醒后可给喝一些清凉饮料

或淡盐水。  

如果夏天大家发现有人 发生中暑,请及时向车间领导进行报告. 

52.（救护组代飞）待救护结束后向现场指挥报告：救护已结束，中暑人员已安

全送到县医院就医。 

53.（现场指挥程健楠）：要注意跟进了解伤者情况，及时汇报。 

54.（救护组代飞）：是 

55.（灭火组裴晓峰）：报告，县消防官兵、公司灭火组人员已赶赴现场，请求实

施扑救。 

56.（现场指挥程健楠）：马上组织扑救。 

57.（灭火组裴晓峰）：是 

58.（现场解说何玉松）：灭火组人员，动用 1个室外消火栓与县消防大队实施扑

救（灭火组人员 A 将盘好的消防水带抛开使之平直于地，然后右手持水带的接

口，左手持喷枪奔向火场，中途完成水带接口与喷枪的连接。灭火组另一人员用

消防扳手将消火栓的阀门开启，灭火组人员 A距火源上风头 4-5米处停下，将喷

枪与消防水管夹紧与右掖下对准火源的根部实施灭火。 

59.（灭火组裴晓峰）：报告，火险已扑灭。请指示！ 

60.（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61.（灭火组裴晓峰）：是！ 

62.（监测组王帅）： 报告，现场监测组已准备就绪，是否对现场空气及废水进

行取样化验，请指示！ 

63.（现场指挥程健楠）：立即进行取样化验。 

64.（监测组王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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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现场指挥程健楠）：事故后处理组,立即跟进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水质情况变

化,及时调节污水处理药剂使用量，确保污水处理达标。 

66.（事故后处理组闫举飞）：是！污水处理站准备一切就绪，回流阀和事故应急

阀已打开。 

67. （现场解说何玉松）：在灭火现场，现场监测组对火灾源头外围无组织排放

的污染源进行取样化验，控制人员远离危险区域。灭火过程中产生的消防废水以

及硫酸管道泄漏的硫酸通过污水管网流入公司污水处理站，事故后处理组要密切

关注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水质情况变化,及时调节污水处理药剂使用量，并打开污

水处理系统的回流阀直至污水处理站进水口进水流量恢复正常。同时将事故应急

池阀门打开以便收集灭火过程中车间外围产生的消防废水，后续将事故应急池内

的废水打入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环保部化验员对回流阀出水口每隔 10 分

钟取次水样进行化验，事故后处理组处置人员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对现场进行

隔离。环保技术员不间断的对水质情况进行分析化验，确保总排放口水质达标排

放，并及时与当地主管部门环保局保持联系，发现异常及时汇报等事故后处理的

相关工作。 

68.（事故后处理组闫举飞）：报告，事故后处理组已完成处理工作，请指示！  

69.（现场指挥程健楠）：原地待命。 

70.（事故后处理组闫举飞）：是！  

71.（现场指挥程健楠）：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广大干部员工的努力下，今天

的演练已经全部结束，在演练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之处。下面让我们以热

烈的掌声，有请县政府苗县长（安监局李局长），为我们本次演练工作进行指导。 

72.（现场指挥程健楠）：非常感谢王局长的指导，接下来请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

限公司运营总经理朱昌林先生为演练做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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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现场指挥程健楠）：今天的演练已经完满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市、县各位领导的到来，（掌声过后）最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市

县各位领导退场。（到会议室接待） 

74.（现场指挥程健楠）：整队退场！ 

75. 19:33 组织夜班员工 800 人左右在车间进行夜间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76. 2019 年度应急救援演练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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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演练照片 

 

公司领导宣布演习开始 

 

各救援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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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间现场观摩人员 

 

 

各救援小组报告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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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人员进行疏散 

 

 

灭火小组组织人员现场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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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小组人员发生触电 

救护组前来救援 

 

 

把伤员移动到空气新鲜处进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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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救援法 

 

 

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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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灭火组人员发生硫酸灼伤 

 

 

 救援组人员穿戴好防护用品进入火灾现场救援 

救护组人员把伤者移到空气新鲜处进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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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硫酸灼伤部位进行流动清水冲洗 

 

 

现场灭火组人员发生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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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组前来救援 

 

 

火灾无法控制使用公司消防车协助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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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后处理组环保技术人员对周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检测 

 

 

公司环保人员关闭外排口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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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事故应急池收集消防废水至污水处理站 

 

由事故后处理小组安排人员对演练后地面进行清理（如洗

消废水进入泥土，将泥土一起铲出，收集后送至危废仓库），确

保无含铅、含酸废水渗入地面。 

李局长对演练情况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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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人员进行疏散

 

 

进行清点夜班疏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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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观摩代表及政府主管部门会议室总结 

 

 

会议讨论如何做好安全、环保工作 

 

此次演习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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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应急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总结报告 

在公司上下齐心协力，争抓实干朝着年终生产目标奋战的时刻，在企业发

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消防及化学品演练，在公司领导及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公司各部门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圆满的完成了本年度的应

急救援综合演练工作，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安全环保全员参与、全民消防，生

命至上”，我们应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活动中，每一天都是“119”，每个人都是

消防员。现将演习的相关情况汇报总结如下： 

一、 演习前的组织准备工作： 

这次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是在 2019年 6月 14日下午 16：00时在公司南北主

干道和东西主干道交叉口处开始的，用时 1小时，16：05分在李纪清总经理的

现场协调指挥下按照计划各部门依据平面图上的位置列队进入指定的区域，各

方面的相关工作协调好后，本次活动的组织（主持）者李金顶发表了演习动员

讲话，随后李纪清宣布 2019 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正式开始。 

这次演习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公司各部门、各车间、

义务消防员、员工代表以及消防安全与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事故后公司安监

部和环保部人员处理等相关工作，并邀请了周边企业观摩了此次演习。此次演

习我们主要演练了固体火源灭火以及皮肤被硫酸灼伤的应急处理、眼睛被溅入

酸液应急处理、吸入大量酸雾应急处理、误食硫酸应急处理与防护、疏散演练

与警报器的使用、事故后是否造成环境影响等项演习内容，通过演习我们的广

大员工懂得了灭火的方法和应急救援的措施，知道了拨打 119 的电话及环境影

响分析处置注意的事项等，达到了演习的预期目的。 

二、 演习过程概况： 

（1）人员疏散：模拟 6 月 14 日 15:20，汽车电池车间加充区电气线路短

路打火引起汽车电池车间加充区电池着火引发大的火灾，在此情况下对 2000名

员工进行疏散。在疏散完成后应到人实到 2000人左右共计用时 5分钟。 

（2）消防灭火：模拟 6 月 14 日 15:35，实施现场消防灭火与现场洗消，

（模拟着火消防演练有公司义务消防队完成），（模拟现场洗消、消除火灾由公

司义务消防队与县消防大队官兵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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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灭火组队员触电事故应急处理。6月 14日 15:40 汽车电池车间灭火

组人员在扑救电器线路火灾，引发触电事故应急处理。由医疗救援组实施施

救。 

（4）汽车电池车间过火电池硫酸泄漏灼伤人员救护应急处理。6月 14日

15:50汽车电池车间过火电池发生硫酸泄漏，造成人员灼伤。由化学品泄漏抢

险组实施抢救人员，救护组进行人员救护。 

（5）6月 14日 16:10  汽车电池车间加充区电气线路发生短路着火进行洗

消演练（由公司义务消防队与县消防大队消防官兵配合消防车进行演练）。 

（6）6月 14日 16:20  事故后处理组对现场产生的洗消废水和过火电池泄

露的废酸及烧坏的电池进行收集和处置。 

（7）6月 14日 19:25组织夜班员工 800人左右在车间进行夜间消防应急

疏散演练。 

三、 演习总结：（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次的消防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员工的防范意识和自救的能力，

了解和掌握如何识别危险、如何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操作，以便在事故

中达到快速、有序、及时、有效的效果。 

在演习中也暴露出很多不足，例如在疏散过程中，还存在个别员工慌乱的

情况，后续我们将经常性的开展训练及演练工作，以提高我们公司的应急救援

技能和应急反应综合素质，有效降低事故危害，减少事故损失，确保本公司安

全、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 安全、环保、消防工作发展的方向： 

1、 企业的消防安全工作要进一步提高科学防范火灾的水平，牢固树立

防范重于救灾的理念，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2、 要进一步提高火灾扑救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司职员生命财产安

全和公司财产的安全，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损失。 

3、 要进一步提高应急救援和管理服务水平，大力加强专业应急救援力

量的建设应对发生的自然灾害；着力提高消防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透明度和其

重要性。 

4、 要进一步提高企业消防队伍的管理水平，始终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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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要以业务精确、作风优良的品质，打造一支能够维护企业安全与稳定的队

伍。 

5、 打造专业的安全环保技术人员团队，发生异常第一时间能得到妥善

的处置，分析到位处置到位，防止事态的扩大化，把安全事故、环境事故降到

最低。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 6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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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总结 
 

目 的 ： 培训紧急应变小组组员掌握紧急事件发生时应采取的应变措施，熟习其职

能； 

日 期 / 时 间 ： 2019年 6月 29日 09：00——10：00 

地 点 ： 危废仓门口 

參 与 人 物 ： 仓储部、环保部 

紧急应变小组: 高全、李飞、代飞、董旭、孙阿芳、闫举飞、王帅 

总 指 挥 ： 朱昌林 

现 场 指 挥 ： 高  全 

事件： 

2019年 6月 29日 09:00 危废仓管理员发现危废仓门口有铅灰泄漏，立即报

告给环保部、仓储部负责人，环保部负责人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并组织应

急小组带上应急器材进行处理。处理完成之后环保部负责人向总经理报告泄漏处

理情况。（此次为小面积泄漏，由环保部带应急组人员处理；如大面积泄漏时，

必须报告总经理启动应急预案。） 

程序安排： 

1. 2019 年 6 月 29 日 09:00 危废仓管理员对固废仓周边进行巡查，发现危废仓

门口有铅灰泄漏。 

2. 固废仓管理员立即报告仓储部、环保部负责人。 

3. 仓储、环保部负责人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并组织应急小组带上应急器

材进行处理。 

4. 因是小面积铅灰泄漏，环保部负责人为现场指挥，指挥应急人员进行紧急处

理。 

5. 立即组织应急人员，对铅灰进行收集。 

6. 固体废物仓管员立即对铅灰进行清扫，清扫后的铅灰装袋密封。 

7. 派遣应急小组成员对四周进行巡查，发现四周无更多泄漏点。 

8. 将收集后的铅灰入固废库，并查找泄漏来源，解决问题。 

9. 应急小组成员分析泄漏处地面，发现为花岗岩地面，立即用水进行冲洗，废

水直接进入固废仓地沟，最终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如是未做防腐，防渗地

面。立即取出工具对地面表层进行挖掘清理。挖掘出的土块、水泥块转为固

体危险废物处理）。 

10.09：30模拟危废库内存放的铅灰过热，发生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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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急人员立即取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12.现场指挥人员进行演习总结。 

13.演习完成后向总经理报告。 

演练结果的评价： 

1. 整个演习于 09:40完成，用时 40分钟； 

2. 应急小组成员对固废泄漏处理以及消防灭火比较快，紧张有序； 

3. 此次演习为模拟演习，在危废仓库门口进行演习，地面为花岗岩防腐地面,演

习产生的废水、废渣均进入固废仓地沟，最终排入污水处理站。不影响设备、

物料与产品，不影响厂区环境，不影响生产，人员不需要紧急疏散，只检验

应急人员的处理能力； 

4. 演习成功，应急小组成员均保持较高应急处理能力，继续保持。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 6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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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集合、动员讲话 

 

 

发现铅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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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现场 

 

 

收集装袋密封送至固废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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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面残余危废用水冲洗 

 

 

将含铅废水扫至固废仓地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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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源头是否有其他泄漏点 

 

 

发现铅灰由于温度过高发生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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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人员迅速采用灭火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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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危化品应急演练现场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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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观学习 

 

 

各救援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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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救援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