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锋宏机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 3 版）修改清单

序号 内容

(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评审

意见

完善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修订说明，说明应急预案(第二版)编制、发布

实施以及备案情况，并结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相关

内容以及涉及的主体工程及配套的公用辅助工程变化内容，细化说明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第三版)主要修订变化的内容。

修改

情况

完善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修订说明，说明应急预案(第二版)编制、

发布实施以及备案情况，已完善，在 1.1.1节补充，具体如下：

结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相关内容以及涉及的主

体工程及配套的公用辅助工程变化内容，细化说明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
主要修订变化的内容，已补充，在 1.1.1节补充，具体如下：

2

评审

意见

根据公司规模与特点，并按照厂区的应急救援管理权限与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应急

救援组织体系构架，明确各现场应急救援小组人员，以提高应急处置效能。

修改

情况
补充应急救援小组人员，在 1.2.3.1节进行补充，具体如下：



3

评审

意见

结合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内容，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响

应措施；完善预警分级内容，复核发布预警公告以及变更公告的必要性，复核预警分

级内容(各级预警均为事故状态)，复核预警中“向附近企业及居民发布预警等级”的合规

性；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规范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工作(属地

管理)；完善应急监测内容，细化应急监测方案(增加特征污染因子的监测内容)，明确

应急监测协作单位响应时间要求；完善公司应急响应程序，明确各级应急响应流程(包
括各级应急响应报告方式及报告对象)；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并

应结合演练的结果，细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完善事故源(污染源)切断、化学品泄漏

现场应急处置流程，补充关键岗位的应急处置卡；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

告中典型事故情景的环境影响预测结果，细化大气污染、水污染事件环境受体的应急

措施内容(主要针对火灾以及有害化学品泄漏、废气事故性超标排放、消防尾水外溢周

围河道的应急措施)。

修改

情况

结合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内容，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

急响应措施，已完善，在 1.3.1.1节，具体如下：

完善预警分级内容，复核发布预警公告以及变更公告的必要性，复核预警分级内

容(各级预警均为事故状态)，复核预警中“向附近企业及居民发布预警等级”的合规性。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446109&ss_c=ssc.citiao.link


已对发布预警公告以及变更公告的必要性进行复核，见 1.3.2.3节；对预警分级内容进

行更改，见 1.3.2.2节；删除对居民发布预警等级，见 1.3.2.4节。具体如下：

完善应急监测内容，细化应急监测方案(增加特征污染因子的监测内容)，明确应急



监测协作单位响应时间要求。在 1.5.2.1节补充应急监测内容，在表 1.5-1和表 1.5-3 增

加特征污染因子，在 1.5节补充应急监测单位响应时间，具体如下：



完善公司应急响应程序，明确各级应急响应流程(包括各级应急响应报告方式及报

告对象)，在 1.6.2节进行补充，具体如下：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并应结合演练的结果，细化相应的应

急响应措施，完善事故源(污染源)切断、化学品泄漏现场应急处置流程，补充关键岗位

的应急处置卡；根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中典型事故情景的环境影响预测

结果，细化大气污染、水污染事件环境受体的应急措施内容(主要针对火灾以及有害化

学品泄漏、废气事故性超标排放、消防尾水外溢周围河道的应急措施)。结合演练结果，

在 1.6.4节补充完善相关内容，已补充关键岗位应急处置卡。具体如下：



4

评审

意见

细化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对接

和联动的相应内容(包括应急工程设施、装备与物资以及应急演练与培训等方面的协

同)；根据公司环境风险等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完善公司应急培训与演

练的内容；明确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管理部门。

修改

情况

细化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

对接和联动的相应内容(包括应急工程设施、装备与物资以及应急演练与培训等方面的

协同)，在 1.6.4.7节补充，具体如下：

5

评审

意见

细化完善公司相关专项预案以及相应的编制内容(如《危险废物专项环境应急预案》中

应明确公司相应的环境风险防控设施的应用情况以及相应的环境应急监测内容等)。
修改

情况

《危险废物专项环境应急预案》中在 4.1.2节增加公司相应的环境风险防控设施的

应用情况，在第六章补充相应的环境应急监测内容。具体如下：



6

评审

意见
对照备案管理要求，充实相关附件(如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完善相关附图。

修改

情况

已补充锋宏机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 2版）备案登

记表，见附件。

7

评审

意见
结合政府机构改革与更名，注意相关部门名称的规范性。

修改

情况

已将“昆山市环境保护局”更改为“昆山市生态环境局”，具体如下：

(二)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1

评审

意见

补充公司所在区域近三年的土壤环境 、地下水质量现状数据；完善周围 500米范围内

环境风险受体调查结果，补充完整其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修改

情况

在 3.1.3节补充公司所在区域近三年的土壤环境 、地下水质量现状数据；在表 2.3-2
完善公司周围 500米范围内环境风险受体调查结果，并补充完整其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具体如下：



2

评审

意见

补充完整公司行业类别与代码；补充公司日常组织管理机构设置情况；结合太湖流域

电镀环保整治工作，说明本次评估中公司的主体工程、公用辅助工程以及环保工程变

化内容；细化厂区功能布局，明确公司厂区各类建筑物的耐火等级；补充各类物料储

存方式、储存规格以及储存场所；完善生产工艺流程，明确所用电镀工艺是否符合产

业政策要求，明确生产过程的控制手段，明确电镀车间各类槽体、废水分类管线设置

情况(数量与尺寸)，明确槽体、管线的防腐情况以及车间防渗情况(材质与铺设厚度)；
补充化学品仓库、危险废物仓库设置以及防腐、防渗、防漏设施建设情况以及运行管

理情况；补充公司废气处理、废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状况，明确电镀废水分类收集

与处理情况，补充废水排放在线监控装置建设、运行及联网情况；复核公司危废种类，

明确厂内危废暂存场所的建设、管理情况，补充厂内危险废物最大储存量，明确危险

废物具体处置去向；结合公司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明确公司污染物排污总量控制情

况；补充电镀厂卫生防护距离设置情况；补充公司厂区雨水管网、污水管道的“清污分

流”系统建设情况，复核厂区事故池设置容量以及互连互通情况，明确事故废水收集管

网情况，明确公司厂区初期雨水收集及排放监控管理情况，补充雨水排口在线监测装

置安装与联网情况，说明污水、雨水的排放去向；明确公司是否按苏环办[2020]101文
要求，已将污染治理设施以及危险废物储存场所纳入安全辨识管控；对照《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要求及附件的要求，完善厂区环境风险物质与环

境风险单元的识别，明确重要环境风险物质所在位置；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环境风

险评价因子、风险排放源强与评价标准，并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169-2018)中的预测模式，完善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的后果分析(补充

事故状态下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内容)，明确典型事故情景下(需给出相应的泄漏源

强)，大气环境与地表水环境影响的范围(大气环境应补充在 F稳定度、1.5m/s风速的最

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事故排放的有毒气态污染物由毒性终点浓度-1至毒性终点浓度-2的
距离范围)。

修改

情况

在表 3.1.1补充完整公司行业类别与代码；在 1前言中补充公司日常组织管理机构

设置情况。具体如下：



结合太湖流域电镀环保整治工作，在表 3.3-2说明本次评估中公司的主体工程、公

用辅助工程以及环保工程变化内容；在表 3.3-2明确公司厂区各类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在表 3.3-5补充各类物料储存方式、储存规格，在 3.3.2节明确化学品的储存场所；在

3.4节完善生产工艺流程并明确所用电镀工艺是否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明确生产过程的

控制手段，在表 3.3-3及 3.5.1节明确电镀车间各类槽体、废水分类管线设置情况(数量

与尺寸)，明确槽体、管线的防腐情况以及车间防渗情况(材质与铺设厚度)。具体如下：







在 3.7节补充化学品仓库、危险废物仓库设置以及防腐、防渗、防漏设施建设情况以及

运行管理情况。具体如下：

在 3.5节补充公司废气处理、废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状况，明确电镀废水分类收

集与处理情况，补充废水排放在线监控装置建设、运行及联网情况。具体如下：

在 3.5.4节复核公司危废种类，明确厂内危废暂存场所的建设、管理情况，补充厂

内危险废物最大储存量，明确危险废物具体处置去向。具体如下：





结合公司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明确公司污染物排污总量控制情况。已在 3.5.1节
补充，具体如下：

在 3.2节补充电镀厂卫生防护距离设置情况。具体如下：

在 3.7节补充公司厂区雨水管网、污水管道的“清污分流”系统建设情况，复核厂区

事故池设置容量以及互连互通情况，明确事故废水收集管网情况，明确公司厂区初期

雨水收集及排放监控管理情况，补充雨水排口在线监测装置安装与联网情况，说明污

水、雨水的排放去向。具体如下：

在 3.6节补充公司是否按苏环办[2020]101文要求，已将污染治理设施以及危险废

物储存场所纳入安全辨识管控。具体如下：



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环境风险评价因子、风险排放源强与评价标准，并按照《建

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中的预测模式，完善公司可能发生的突发

环境事件情景的后果分析(补充事故状态下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内容)，明确典型事

故情景下(需给出相应的泄漏源强)，大气环境与地表水环境影响的范围(大气环境应补

充在 F 稳定度、1.5m/s 风速的最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事故排放的有毒气态污染物由毒性

终点浓度-1至毒性终点浓度-2的距离范围)。已在 4.3节补充，具体如下：

3

评审

意见

调查公司历史上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包括事故原因、事故救援、环境影响以及

善后处置与整改等内容；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内容(包括烟感报警装置安装、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安装、废气与废水治理装置安全稳定运行、应急照明配备、逃

生及消防通道设置等)，说明公司安全生产达标企业建设情况；明确公司应急装备、应

急物资的动态管理情况(包括更新、更换情况)。

修改

情况

调查公司历史上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包括事故原因、事故救援、环境影响

以及善后处置与整改等内容，在 5.4节补充，具体如下：

在表 3.8-1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内容(包括烟感报警装置安装、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装置安装、废气与废水治理装置安全稳定运行、应急照明配备、逃生及消防



通道设置等)，在 3.6节以及表 6.2-1 说明公司安全生产达标企业建设情况。具体如下：

明确公司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的动态管理情况(包括更新、更换情况)。具体如下：



4

评审

意见

在总结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按照《江苏省环境安全企业建

设标准》要求，系统排查公司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设置于地下的

事故应急池内存有大量积水未排空、危险化学品仓库设置的收集沟未防渗处理、危险

废物仓库内无分类储存标识、危险废物仓库内地面有积水未清理、污水处理药剂储存

桶无标识且MSDS未上墙、未设置现场应急处置卡等)，进一步明确相应的整改要求(及
时排空事故应急池内的积水、危险化学品仓库设置的收集沟进行防渗处理、危险废物

仓库内设置规范的分类储存标识、清理危险废物仓库内地面积水、污水处理药剂储存

桶设置标识且MSDS上墙、设置现场应急处置卡等)；根据公司事故应急池收集范围，

并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的相关规定，复核厂区事

故应急池设置规模是否符合要求，说明事故废水收集管道与事故池的连接关系；由上，

进一步完善公司短期、中长期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的整改实施计划内容。

修改

情况

在表 5.5-1 及表 6.2-1 中完善公司短期、中长期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的整改

实施计划内容，具体如下：

5 评审 根据公司所用有毒、有害化学品(含生产在线量)以及所产生的危险废物情况，复核公司



意见 环境风险物质种类以及储存量与在线使用量，完善公司涉气、水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

量比值(Q)的计算(在线槽液以及产生的废液应参与 Q的计算，复核环境风险物质的临

界量)；根据公司生产工艺的危险性，复核公司生产工艺过程评估结果；根据公司大气、

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复核公司突发大气、地表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结果；在上

述基础上，进一步校核公司环境风险等级。

修改

情况
已复核相关内容并将在线槽液以及产生的废液参与 Q的计算

(三)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

评审

意见

结合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二版)中规定的应急预案评审、应急演练与应急培训

要求，回顾公司应急管理相关工作落实情况；按照《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的

规定，从环境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等方面，完善公司应急资源调查内容与结

果(包括污染源切断、污染物控制、污染物收集、污染物降解、安全防护、应急通信和

指挥、环境监测等)，完善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表内容(明确本次应急预案修订过程中

新增的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种类与数量，补充本次修订投入费用)；根据公司环境风险

等级、环境风险源状况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应急处理方法、应急保障要求等方面，

进一步排查公司应急资源配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举措(附整改清单)。

修改

情况

已完善公司应急资源调查内容与结果，并明确本次应急预案修订过程中新增的应

急装备、应急物资种类与数量，补充本次修订投入费用，具体如下：

排查公司应急资源配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举措(附整改清单)。具体

如下：

2

评审

意见

补充公司所在区域的公共应急资源调查内容，明确区域公共应急物质调用机制；在调

查周边企业应急资源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应急救援互助单位，完善应急救援互助单位

可供公司调用的应急资源清单内容(补充联系人及手机号码)，明确所确定的应急救援互

助单位与公司的空间关系(方位与距离)。

修改

情况

已在附件 2 中补充，具体如下：

3
评审

意见

按照调查概要、调查过程及数据核实、调查结果与结论，完善公司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结构与内容。



修改

情况
已完善



锋宏机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现场问题整改情况说明

序

号
存在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案 整改日期

1
未将应急措施细化、落实到岗

位，没有形成应急处置卡

关键岗位的应急处置卡无遗漏，事件情

景特征、处理步骤、应急物资、注意事

项等叙述清晰。整改后现场照片如下：

2020.12.15

2
设置于地下的事故应急池内存

有大量积水未排空

及时排空事故应急池内的积水。整改后

现场照片如下：

2020.12.16



3
污水处理药剂储存桶无标识且

MSDS未上墙

污水处理药剂储存桶设置标识且MSDS
上墙。整改后现场照片如下：

2020.12.15

4
危险废物仓库内无分类储存标

识、危险废物仓库内地面有积

水未清理

危险废物仓库内设置规范的分类储存

标识。整改后现场照片如下： 2020.12.10



将危险废物仓库内地面的积水清理干

净。整改后现场照片如下：

5
危险化学品仓库设置的收集沟

未防渗处理

危险化学品仓库设置的收集沟铺设环

氧地坪，进行防渗处理。整改后现场照

片如下：

2020.12.10

收集沟防渗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