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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陇南锑污染事件（2016年）



 大桥镇镇长杨峰:当时在岗三个月。三个村在太石河下游.半年左右的处置时间，最

困难的事情:技术力量没有，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围堰、拦截坝、投药等工程建

设，群众情绪疏导。刚开始不知道怎么修筑水坝。在专家指导下，用土工布、沙袋

等建立起来。是否有模块化的设备，便于筑坝。砂石筑坝困难，尤其是合拢时。加

药，矿山企业排放生产废水，里面有化学原料。应该搞清楚可能的物质，便于精准

投药。专家也是现场试验。企业的废水中物质应该是基本恒定的，应该确定可能需

要的处置方式。加强技术储备。

 机械装备，钩机、铲车等。事中从外地调用设备。几个县或几个市也要联合组织机

械救援队伍 。  河流区域: 应急装备:机械\钩机\铲车,水利工程筑坝设备

 要加强信息交流，更充分地获得信息。

人\财\物\技术  乡镇能干很多事  谁来告诉、怎么告
诉——把乡镇干部纳入联系会议制度



县环保局局长:
 研判不出省界。康县一个水库，未利用上。
 指挥或指导的问题。现场决策与高层指挥的问题。
 目前预案能否解决指挥的问题？多级指挥弄乱了。
  多头指挥,地方自主权少,而他们对当地情况最清楚。
 指挥混乱，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指挥权的指挥。

监察大队长: 
 “谁官大谁指挥”，指挥权移交，应急指挥指令下达的唯一渠道。
 甘肃省境内处置方案一天改变了8次。原因是一个专家一个思路。
 没有车，两个月没有去现场



应急办主任：

 缺少技术方案，所以导致了指挥等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
预案中解决。

 指挥中心与现场指挥两个概念。现场指挥执行。指挥中心是把握
全局。指挥中心作出决策，现场指挥执行，执行中出现变化，灵
活应对。最开始时，预案中缺乏科学全面的指挥体系规定，一旦
事发手忙脚乱。另外，没有可借鉴的方案。



源头切断工程：封堵2#排水井、事发区域太石河改道、排水涵洞出
水处理、上游污染控制

拦截工程：采取构筑拦水坝拦截污染水体、分流和引流事发点上游
未污染水、构筑拦截坝198座、红河水电站、苗河水电站落闸蓄水

投药降污工程、河道清污工程、饮水保障工程





省、市、县预案：未明确可调动的力量资源、到位时
间、财力保障、技术储备相关内容及要求。

县预案“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扩散和蔓
延，最大程度降低污染危害”。

市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措施按照现行国
家有关技术标准进行应对”

有目标、没过程



案例2. 淇河水染事件（2018年）

 2018年1月17日11:30，南阳市环保局接到群众

举报，称有人向西峡县西坪镇下营村淇河河道

内倾倒不明化学物质，乳白色,有刺激性气味。



 12点30分，西峡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队长、西坪镇镇长和两名民警率先抵达
现场。同一时间，正在吃午饭的西峡县副县长、顾不上把饭吃完，立即起
身赶赴一线， 13点30分，到达现场。（“淇河上出现事情，没有等一等，没
有靠一靠，更没有听汇报，必须第一时间到现场。”）

 召开县委常委会的西峡县委县政府得知消息，立即中止会议，成立县委书
记为政委，县长为指挥长的指挥部。

 南阳市环境监测站第一批应急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向现场赶。

 15时左右，淇河河段上河电站率先关闭，停止发电。

 向下游的淅川县政府通报，请其立即关闭辖区内淇河段的水电站。

 17号当天下午，西坪镇调动干部50多人，动用民工110多人，铲车、挖机十
几辆参与拦截坝建设。17日夜间，3座拦河坝修筑完成。

 通知沿河群众暂勿饮用河水。

1月17日



1月19日晚

 修筑拦截坝，调用挖掘机6台，组织施工人员190余人，在西峡境内修筑

了7座拦河坝，在淅川县境内修筑了两座拦河坝。

 关闭西峡县境内水电站1座，可将此段河水拦截130小时左右，受污染淇

河水在西峡境内可停留5.4天。淅川县境内水电站7座，并派专人昼夜值

守，严密监控，禁止开闸下泄河水。

 向水体投放吸附剂，第一天投放漂白粉、絮凝剂，第二天增加活性炭吸

附剂。在西峡县境内设置了9道活性炭吸附带，在淅川县境内设置了4道

活性炭拦河坝



这次事件的特征污染物是总磷。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淇河执行三类水标准，总磷浓度要低于

0.2mg/L；丹江口水库执行二类水湖库标准，总磷浓

度要低于0.025mg/L。这是数量级的差距，不能指望

靠丹江河的水稀释达标，必须解决在淇河内。此次事

件中总磷的浓度基本在0.5mg/L以下，引起总磷超标

的物质以颗粒状类悬浮态形式存在于河道中，用化学

方法、絮凝方法、砂滤方法都不能有效降解，用膜技

术不现实，靠自然沉降速度慢。用河道中的清水稀释，

要解决清水顶着污水走或污水顶着清水走问题。淇

河两岸多是山丘，作业空间极其有限，这对事件应对

工作提出了极大挑战。



淅川古河道

22日

p临时应急池决策不合理，

涉及70多口人搬迁、淹没

农田，无法实施，说明前

期工作不到位。

p要求23 日9:00前拿出

暂存库的建设方案。

找
工
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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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给力的“隔壁老王”



反思
 翟部长：事件中，我不打电话，省领导就不会动。预案是
怎么规定的

 处置目标会存在分歧
 应急导流拦截，不能先找地方，应该先找好，设计好
 水利工程建设，有没有更快捷有效的方式
 应急监测，该监测什么，有可能出现什么，提前要心里有
数

 应急监测的目的是多重的，要满足质量监测、污染源追踪、
应急处置效果监测、试验监测等



丹江口水库库区预案编修试点

空间换时间
心中有底

备查文本到应对实践的基本遵循

事后变事前

口中有粮

手中有枪

不可控变可控

紧急变有序



淇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区域/流域环
境风险评
估——突发
环境事件情
形

 环境应急资
源调查——
能力评估

 河流等基础
信息整合



附1  淇河流域环境应急联络员表

地    区 单    位 人    员 联 系 方 式

河南省南阳市

南阳市环保局 王  某 xxxxxxxxxxx

西峡县环保局 贾某 xxxxxxxxxxx

淅川县环保局 杨某 xxxxxxxxxxx

河南省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环保局 徐  某 xxxxxxxxxxx

卢氏县环保局 张  某 xxxxxxxxxxx

陕西省商洛市
商洛市环保局 赵  某 xxxxxxxxxxx

商南县环保局 关  某 xxxxxxxxxxx



附2  主要应急资源信息表

类   别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环境应急技术支持

环境规划院 曹谋 xxxxxxxxxxx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林谋 xxxxxxxxxxx

南阳市环保科学研究所 仝谋 xxxxxxxxxxx

水利设计施工
南阳市御龙建筑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
华谋 xxxxxxxxxxx

筑坝
材料

土工布

南阳市杰达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李谋 xxxxxxxxxxx
藕池专用膜

钢丝格栅



污染物 来源 处理方法

油类 石油开采、炼制、储运、使用和加工过程
人工围堰、吸附、打捞、焚烧；

投加消油剂

镉 采矿、冶炼、电镀 弱碱性混凝-沉淀处理

汞
贵金属冶炼、仪器仪表的制造、食盐电解、化工、农

药、塑料等工业废水
化学沉淀法

砷
砷和含砷金属矿的开采、冶炼；以砷化物为原料的生

产
预氧化-混凝沉淀法

氰化物
冶金、化工、电镀、焦化、石油炼制、石油化工、染

料、药品生产以及化纤等工业废水
漂白粉、次氯酸钠 氧化

氨氮
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医药原料、燃料、石油化工工业

等
水利稀释

附3 可能的环境风险物质应急处置技术和方法清单



总结:改进预案的积极探索

不好用\不能用\不会用\不实用---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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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建？

 怎么建？

 注意什么问题？



泄漏点

 2018年11月4日凌

晨，福建东港石油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在给“天桐1”船

舶装载工业用裂解

碳九的过程中发生

泄漏

 泉港区医院共接诊

接触碳九出现身体

不适的群众69名，

其中门诊58人、留

院观察11人

案例1.  福建泉州东港碳九泄漏事件
（2018）



投诉量



舆情监测

华讯大数据监测系统监
测： 
Ø11月4日至2018年11
月12日16点00分，互联
网采集到的相关信息
1149605条；
Ø信息量高峰始于11月
6日，当天共产生61539
篇相关讯息；
Ø最高峰出现在11月8
日，当天共产生524072
篇相关讯息。

来源：中国新闻社舆情监测分析室

早 9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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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8日零时40分左右，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厂区外发生爆燃事故,导致23人死亡、22人受伤，并造成该公司南侧道路上
的38辆货车和12辆小汽车被烧毁。截止12月24日直接经济损失4148.8606万
元。公安机关对12名企业人员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例2.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外火灾事故





张家口市环保局在事发地周边布设了5个
大气监测点位，分别位于河北华盛化工
有限公司门口，以及事发地周边1—3公
里范围的梅家营村、河家堰村、北甘庄、
翡翠小镇小区。监测结果显示，各监测
点位氯乙烯、氯化氢和氯气均未检出。
部监测总站技术人员开展应急监测，经3
次监测，检测出二氯甲烷、二氯乙烯、
苯、甲苯、二甲苯、三氯甲烷、三氯乙
烷共7种挥发性有机物。



Ø案例3. 2018年7月，接连发生2起有毒有害气体突

发环境事件，其中陕西韩城西昝工业园硫化氢、

一氧化碳等泄漏17小时后，当地政府才获知信息，

造成38名群众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 

Ø案例4. 2016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直接调度处置了

45起涉有毒有害气体的突发环境事件。



Ø 2018年全国环保举报情况数据分析显示，大气污染举报占举

报总数的50%以上，持续为群众举报中最突出的问题，举报

中恶臭异味问题占比达42%，成为大气污染事件重要诱因。

Ø 2018年举报突出企业: 

广州云埔工业区多家企业因异味污染问题被举报628次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家企业因异味污染问题被举报345次

荆州开发区多家企业因异味污染问题被举报215次

南通滨江医药精细化工园多家企业因异味污染问题被举报118次

案例5. 



案例6. 山东巨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浆料车间起火事故

 关于环境应急情况的报告

 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5月13日18时4分左右，位于济南市济阳区仁和街107号山东巨业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浆料车间起火，接警后，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和济阳区生态环
境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应急处置，开展环境应急监测。

21点50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分别于事故地点南侧最近的环境敏感点和下风
向东、北方向500米处设置了三处监测点位，对非甲烷总烃和苯系物等特
征污染物进行了人工监测，同时调取了事故点周围微站和子站实时监测数
据。监测结果显示，环境敏感点非甲烷总烃在0.002-0.011毫克/立方米，
苯系物未检出；22点下风向两个监测点位非甲烷总烃分别为0.002-0.020
和0.006-0.015毫克/立方米。



建设成效

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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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案件

某个化工园区的投诉案件，2016年47宗，2017年31宗，2018年至今26宗，年
均递减约25%。

案例7.



企业受益建设成效

督促企业对工艺管道阀门、

法兰等上万多个元件进行

泄漏检测，发现几百个点

位存在较大泄漏问题,经

修复，大大减少了企业的

无组织排放，减少企业的

原辅材料损耗，提高了企

业的生产效益。



监管有效

建设成效



案例7.荷兰电子鼻监测网络

鹿特丹港

阿姆斯特丹港

穆尔代克港

多条内陆航道







计量
关键参数测量，如
Nox 、 BTEX、SO2、
PM10

电子鼻

性质
非特定多参数监测，如气味、
蒸汽

一小时平均值
一分钟实际值

绝对测量
相对测量

空气质量监测
事件监测

 每个站高资本支出/运营成本
 每个电子鼻 1% 资本支出/

运营成本

电子鼻 vs AQM 站
AQM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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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味投诉

产业

总计



电子鼻网络提供以下相关信息
来源位置

烟羽扩散

对住宅区的影响

对工业区的影响



建设目标

保环境
安全

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预警

第一时间响应

防环境
风险

环境风险隐患

邻避问题



建设方法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定义：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
技术，将预警设备、系统平台和管理措施进行集成，
实现预测、预报和警示环境风险状况的目标，用于支
持日常环境管理以及辅助应急处置决策的工程技术体
系。



建设方法

摸底
数

设阈
值

建平
台

配制
度

关键
程序

布站
点

建模
型

《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技术导则》



需要注意的问题

建的科学，用的充分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强调企业主体责任
园区建设必备的基础
设施，例如山东和江
苏都将其作为园区存
亡的必要条件。

将无组织排放、日常监督执法和

应急处置决策等多项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

个别园区通过建设VOC监测
仪作为预警体系的主要预警
设备，最大的困难是VOC无
法确定具体的物质;电子鼻;
傅立叶红外等。

建议



人防 技防
大数
据

现代
手段

一旦发生，顷刻一无所有



站在未来看现在和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