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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资源调查的目的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是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危害制

约着生态平衡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预

防，提高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的应急能力。应急资源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的基础。目前大部分企业自身应急资源不足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若不开

展应急资源调查，则无法对应急人力、财力、装备进行科学地调配和引进，据此

特编制本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 环境应急人力资源调查

2.1 内部应急人力资源

根据调查，企业现有应急岗位人员 23人，在应急组织中，他们分别承担着

指挥、生产控制、抢险封漏、消防救援、环境保护、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及善后

处理的任务，企业现有应急救援队伍见表 2-1。
表 2-1 豪尔新材料公司应急中心成员通讯录

应急小组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职位）

应急指挥中心

蔡锦云 总指挥 13906043981 董事长

官江全 副总指挥 13688996496 总经理

李玉凤 组员 15980807365 员工

通讯联络组

王艳春 组长 18759260149 人资行政中心经理

蔡永祥 组员 17689328052 门卫

李婉容 组员 18030291376 员工

抢险救援组

蔡罗知 组长 13400635627 生产中心经理

刘云忠 组员 18350298367 员工

李爱军 组员 15985887683 员工

连锦鸿 组员 15159208529 员工

陈锡坤 组员 15280229082 员工

林丽萍 组员 18759223475 员工

现场维护组

蔡锦龙 组长 13906051018 物工中心经理

蔡先锦 组员 15880230656 员工

林梅花 组员 18850237209 员工

王碧珠 组员 15959286546 员工

后勤保障组
魏杨 组长 13850091376 财务中心经理

黄东琴 组员 13695024224 员工



汤苗 组员 13695045510 员工

善后处理组

李步龙 组长 13559242911 研发中心经理

符维强 组员 18205978978 员工

谢容泉 组员 13599508938 员工

李卫平 组员 15880269653 员工

专家组 外聘环保专家

2.2 外部救援人力资源

若突发环境事件超过本公司处置能力时，应实施应急联动，及时向邻近公司

或政府部门请求援助，以便将事故造成的危害控制降至最低。外部救援机构见表

2-2。
表 2-2 外部应急资源通讯录

类别 部门 电话

政府相关部门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 0592-5182600

环保热线 12369

翔安区政府 0592-7889998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翔安分局 0592-7688071

翔安污水处理厂 0592-7887301

翔安区区安全监督管理局 0592-7889906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 0592-5717675

翔安消防大队 0592-7628119

报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救护电话 120

周边企业应急机构
厦门致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0592-7880552

厦门宏晨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0592-6228549

周边敏感目标

西坂社区村委会 0592-7091271

郑坂社区村委会 0592-7272661

市头社区村委会 0592-7091205

应急监测单位
厦门市环产环境监测服务有

限公司
18059211820

3 环境应急装备及物资调查

公司常备灭火器、防护面具、医药包等应急物资，见表 3-1，派专人管理，

并定期检查保养。建立科学规范的登记管理制度，记录现场救援和抢险装备类型、

数量、存放位置，明确其性能。执行任务前，对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进行检



查，已消耗的应急物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调出物资的规格、数量、质量重新

购置。

表 3-1 应急物资与装备一览表

类型 名称 数量 分布位置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应急抢险物资

消防栓

3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3 三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4 二楼走廊 陈祥桂：14759398225

4 四楼仓库 蔡先锦：15880230656

灭火器

40 一楼生产车间 陈祥桂：14759398225

26 二楼实验室走廊 林丽萍：18759223475

15 三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29 四楼仓库 蔡先锦：15880230656

托盘
5 二楼实验室 李玉凤：15980807365

5 四楼仓库 蔡先锦：15880230656

沙袋
12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10 四楼仓库 蔡先锦：15880230656

灭火毯
2 二楼实验室走廊 李玉凤：15980807365

3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消防水桶 3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个人防护

防毒面具 4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便携式冲肤洗眼器 3 二楼实验室走廊 李玉凤：15980807365

防砸鞋 4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医疗物资 医药包

1 研发中心办公室 李玉凤：15980807365

1 一楼生产车间 林丽萍：18759223475

1 四楼仓库 蔡先锦：15880230656

公司配备一辆商务车，日常用于运输、洽谈业务、接送客户等用车需要，并

配备专业司机，由专人负责车辆调配，发生突发环境事故时，车辆立即为应急车

辆，全面配合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表 3-2 公司应急车辆一览表

序号 车牌号 司机名字 联系电话 座位数

1 闽 DK3W07 连锦鸿 15159208529 2

4 环境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工作的前提保障，

没有可靠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应急救援经费，就无法保证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和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转，为此公司应制定应急救援专项经费保障措施，具

体如下：

（1）建立应急经费保障机制

可考虑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需要，按照战时

应战、平时应急的思路，将现有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抢险救灾领导机构和各应急救

援专业小组有机结合起来，平时领导抢险救灾和做好动员准备，战时指挥动员实

施职能。应急救援财力保障专业小组要把抢险救灾经费、物资装备经费等企业进

行整合和统一管理。主要职责是：平时做好动员准备、开展动员演练的经费保障，

以及防灾抗灾经费管理的基础工作，负责对包括应急投入和应急专项资金在内的

所有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制定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经费保障的应急

经费保障预案、紧急状态下的财经执行法规和制度；与包括抢险救援、医疗救护、

通信信息、交通运输、后勤服务在内的各有关职能小组建立紧急状况下的经费协

调关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紧急事件，经费保障管理机构即成为应急救援

经费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召集上述相关部门进行灾情分析和企业论证、救灾资金

的紧急动员、各部门资金需求统计和协调、救灾物资的采购和统一支付以及阶段

性资金投入使用。

（2）建立有机统一的协调机制

首先要明确经费保障的协调主体及其职责。总体上可考虑依托企业应急救援

领导组建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由企业应急办公室统一管理调度，发生重

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积极响应防灾救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组织工作。由企业

组织抗灾救援工作时，后勤部门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对口协调企业防灾救

灾经费保障统管部门，申请企业财务资金及时划拨应急保障；其次要进一步理顺

企业内部需求上报渠道。经费保障跟着需求走，企业内部需求提不出来，经费申

请和下达就缺乏相应依据。企业进行抗灾救灾活动要逐渐形成统计上报制度，并

保证企业内部各系统之间信息渠道的顺畅。各救援组可指定专人负责将所需经费

保障数额上报至企业抗灾救灾指挥机构，经由抗灾救灾指挥机构专人汇总后及时

报送企业应急救援资金协调管理小组审核。

（3）建立可靠的资金保障体系

企业要建立一定规模的应急资金。企业每年在制定安全生产投入计划时要预



留部分应急资金，并把这部分应急资金列入企业预算。

（4）强化经费保障监管力度

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监管制度。完善的法规制度是实施经费保障监管工作的根

本依据。要健全完善救灾经费管理的规章和管理办法，使经费监管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要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监控机制。监督管理工作要能够覆盖经费筹措募集、申

请划拨、采购支付全过程。

（5）完善经费保障体系

要进一步整合完善在应对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中制定的各项标

准和经费保障管理规定。根据企业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对救援经费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及时修订整理和完善，使应对突发事件的经费保

障管理制度更加体系化、规范化、条理化。此外，还要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

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规章。明确相关人员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工作中的职责、

任务、行动方式、协作办法，形成一套条款详细、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使各部

门、各环节在应急救援经费保障中能够相互配合。

5 结论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了调查：本企业已组建了应急

救援队伍并按安全、消防、环保等部门要求配备了必要的应急设施及装备。由于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类型较多，各类事故造成的危害也难以预测，而企业自身的应

急资源又是有限的，通过本次调查摸清了周边可依托的互助单位与政府配套的公

共应急资源及队伍，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如果能及时有效的利用好这些资源，

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为了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各项应急救

援工作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经费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企业还制定了专项经费保

障措施，只要企业落实好措施是能够满足事故应急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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