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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概要

1.1 调查背景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

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国家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写了《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

德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收集和掌握本地区、德钦县生活垃圾

填埋场内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环境应急资源状况，建立健全重点环境

应急资源信息库，加强环境应急资源储备管理，促进环境应急预案质

量和环境应急能力提升。根据《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

办应急[2019]17号）中要求，我单位特此开展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并编制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2 调查主体及内容

本次调查主体为德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德钦县生活垃

圾填埋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提出的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第一时间可以调

用的环境应急资源情况，包括可以直接使用或可以协调使用的环境应

急资源，并对环境应急资源的管理、维护、获得方式与保存时限等进

行调查。

1.3 调查范围

对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部的人力、财力及装备等应急救援资

源进行调查；对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外部的人力及装备等应急救援

资源进行调查。适用于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营过程中各部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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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作业工程中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后能够及时应对突发环境事

件所需的内部和外部应急组织队伍和应急物资。

1.4 调查时间

本次应急物资调查开始于 2022年 11月 2 日，结束于 2022年 11

月 3日，共计 2 天。

1.5 调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2007年 11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 月 1日；

（3）《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年 2 月 3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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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企业事业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2015]4 号，2015 年 1月 9日；

（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环发[2015]4号），2015 年 01月 08日；

（7）《环境应急响应实用手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监察

局编；

（8）《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

号），2019年 03月 19日；

（9）《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应急保障重点物资分类

目录（2015年）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15〕8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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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过程及数据核实

2.1 调查原则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应遵循客观、专业、可靠的原则。“客观”是

指针对已经储备的资源和已经掌握的资源信息进行调查。“专业”是

指重点针对环境应急时的专用资源进行调查。“可靠”是指调查过程

科学、调查结论可信、资源调集可保障。

2.2 调查方案

（1）收集分析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应急预案报告、往期演练记

录、历史调查、日常管理资料。

（2）制定环境应急资源调查表格，明确人员和任务。

（3）对政府部门及相关应急救援公司、周边企业应急救援物资

及装备配备情况进行调查。

（4）汇总整理调查成果，建立包括资源清单、调查报告、管理

制度在内的调查信息档案。逐步实现调查信息的结构化、数据化、信

息化。

2.3 公司调查过程及数据收集

2.3.1 应急救援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之一，在“人、财、物”三大资源中，人力资源为首。

为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根据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实际情

况，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应急组织体系设立总指挥、

副总指挥及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下设善后处理组、现场抢险组、

救护疏散警戒组、后勤保障组、环保应急组共五个小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由以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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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

总指挥：李晓松/项目经理

副总指挥：李绍尧/填埋场管理员

应急指挥办公室主任：张远斌/工程主管

成员：善后处理组、现场抢险组、救护疏散警戒组、后勤保障组、

环保应急组等各小组成员组成。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见图 2-1所示。

图 2-1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指挥组织机构图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以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指挥

部为基础，即总指挥由项目经理李晓松负责，副总指挥由填埋场管理

员李绍尧负责；其余各组成员担任组员；若总指挥不在德钦县生活垃

圾填埋场时，副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5

在非常特殊情况下，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均不在德钦县生活垃圾填

埋场时，由现场的最高管理人员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2.3.2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队伍组成及职责

2.3.2.1应急救援指挥部

（1）总指挥及职责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总指挥为项目经理李晓松，联系

电话：18808850051。

主要工作职责为：

负责指挥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负

责与环保、安监、消防等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沟通，指挥启动与终止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突发环境应急救援预案。

当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能

力时，及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求援，请求启动政府应急预案，并将总指

挥权移交给相关负责人，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队伍听从指

挥及调遣，全权协助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的开展。

（2）副总指挥及职责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副总指挥为填埋场管理员李绍

尧，联系电话：13466005399。

主要工作职责为：

协助总指挥负责救援具体工作，向总指挥提出救援过程中生产运

行方面应考虑和采取的安全措施，其中主要协助做好事件报警、情况

通报、灭火、警戒、治安保卫、疏散、道路管制及事件处理工作。

2.3.2.2应急管理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应急管理办公室，设在行政办公室，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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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程主管张远斌负责，联系电话：13769843348。

主要工作职责为：

（1）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2）根据国家新的法律、法规等的颁布，及时组织应急预案编

制小组，对应急预案体系进行修编、颁布及实施。

（3）负责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范围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送和监测预警机制，不

断完善信息报送和监测预警系统。

（4）定期巡检，对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

事件的隐患进行排查和整改工作。

（5）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做好先期应急救援处置的相关工

作。

（6）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恢复重建工作及伤员的安抚工作。

（7）统筹做好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应急管

理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2.3.2.3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职责

1、救护疏散警戒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救护疏散警戒组负责人为公厕主管冯桂

培，联系电话：18287248217。

主要工作职责为：

1)及时正确报警、接警。

2)负责布置隔离区的安全警戒线，保证事件现场井然有序。

3)负责配合现场总指挥向各组传达救援指令和其他联络。

4)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保证现场及厂区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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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保卫工作，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件现场，协调人员的疏散。

6)保护事件现场证物及数据；

7)负责事件现场及周围人员的抢救、撤离、疏散工作。

8)负责组织协调外部医疗单位对接工作。

9)做好自救工作，组织现场抢救受伤人员的转移。

2、现场抢险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现场抢险组负责人为环卫主管李建伟，联

系电话：15752759762。

主要工作职责为：

1)负责控制危险源、防止事件扩大。

2)负责事件状态下的现场抢修、抢险作业。

3)做好恢复生产及设备、实施场所的修复工作。

3、后勤保障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后勤保障组负责人为车队长扎史品楚，联

系电话：15587059216。

主要工作职责为：

1）负责应急救援车辆、救援物资、救援装备及时到位；

2）做好参与应急救援人员的后勤保障，应急处置的费用支出结

算工作；

3）负责急救行动和人员、器材、物资的运输保障。

4、善后处置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善后处置组负责人为品监李高华，联系电

话：18987966498。

主要工作职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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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医疗部门、组织伤员的医疗救治工作。

2)负责伤员的抚恤、安置及其家属的安抚、接待。

3)负责召开事件现场会和分析会，尽快查明事件原因。

4) 事件处置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即事件原因分析不清楚不

放过；事件责任者不放过；事件者员工未接受到教育不放过；事件责

任者未受到处置不放过。

5、环保应急组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环保应急组负责人为综管员扎史永宗，联

系电话：18846881156。

主要工作职责为：

a、配合外部监测部门采样监测，提供现场协助；

b、负责事故发生后水质、空气监测，若遇消防事故，则对德钦

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下风向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控，确定疏散范围（影响

范围）；

c、对风险物质事故残留进行收集，并做好处置工作。

2.3.3 通讯保障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通讯与信息保障主要由应急管理办公室

负责，要建立通信系统维护以及信息采集等制度，明确参与应急救援

活动的所有人员的通讯方式，分级联系方式，并提供备用方案和通讯

录，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如手机、有线电话、对讲机等），

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各应急部门之间的联络畅通。职工移动电话配备率

达 100%，可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部应急联络讯录详见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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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联络通讯录

序号 组织机构 应急职务 内部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1
应急救援指

挥部

总指挥 项目经理 李晓松 18808850051

副总指挥
填埋场
管理员

李绍尧 13466005399

应急办公室
主任

工程主管 张远斌 13769843348

应急办公室
副主任

市政技工 吉定此里 15308874577

2 现场抢险组
组长 环卫主管 李建伟 15752759762

副组长 环卫组长 忠拥卓玛 13988732254
3 环保应急组 组长 综管员 扎史永宗 18846881156

4
救护疏散警

戒组
组长 公厕主管 冯桂培 18287248217

副组长 公厕组长 吉层 13988745916

5 后勤保障组
组长 车队长 扎史品楚 15587059216

副组长 出纳 鲁茸竹玛 15925462787

6 善后处理组
组长 品监 李高华 18987966498

副组长 绿化组长 东农卓玛 13170795595

2.3.4 应急救援设施及设备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设立应急专项经费，提取 1 万元做应急专

项经费，专门用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培训教育。应急装备、物资等费用

的支出，实行专款专用，由场财务负责提取，建立相应的账户科目，

加强经费管理，当发生应急状态时，确保应急经费及时到位，保障应

急经费的管理到位，落实到位。

应急救援物资装备主要有：消防水管、灭火器等。

主要防护用品包括：口罩、防护眼镜等。

消防器材包括：干粉灭火器、消防栓。

急救设备与器材包括：创口贴、急救药品箱及其它急救药品等。

抢险与抢修设备与器材包括：封堵设备、及堵漏配件、维修工具、

手电筒、照明灯、通讯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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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车辆包括：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车辆。

垃圾填埋场应急救援物质一览表详见表 2-2所示，应急物资分布

详见应急预案附图 3。

表 2-2应急救援器材一览表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型号 存放位置

1 水泵 台 1 3KW 仓库

2 水泵 台 1 1.5KW 仓库

3 钢丝管 卷 4（50 米/卷） 50# 仓库

4 防毒面具 个 2 3M 仓库

5 防化服 套 2 3M 4515 仓库

6 防化手套 双 10 仓库

7 护目镜 副 10 仓库

8 防刺穿鞋 双 7 仓库

9 防毒面具 个 10 普通 仓库

10 手电筒 个 1 / 办公室

11 头灯 个 1 / 办公室

12 干粉灭火器 个 20 4KG 场区

13 不锈钢桶 个 8 1m³ 仓库

14 不锈钢桶 个 2 4m³ 仓库

15 渗滤液应急池 座 1 20m³ 污水处理站旁

16 应急沙袋（空） 个 500 污水处理站旁

17 锄头 个 3 仓库

18 钢铲 把 2 仓库

19 医药箱 个 1 办公室

20 反光马甲 件 10 仓库

21 皮卡车 辆 1 五十铃 停车场

22 水车 辆 2 10T 停车场

23 养护车 辆 1 1T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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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装载机 台 1 填埋区

25 挖机 台 1 填埋区

26 三轮电动车 台 2 停车场

2.3.5 资金投入

应急救援经费是保障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工作

的前提，没有可靠的资金渠道和充足的应急救援经费，就无法保证应

急救援工作有效开展和维护应急管理体系正常运转。

垃圾填埋场建立了应急经费保障机制，专门用于突发环境事件相

关工作的开展。即应急装备和物资购买、资料编制等费用的支出，实

行专款专用。着眼应对多种潜在环境风险，完成储备有突发环境事件

预防、预警及应急资源所必须的资金，并将应急资源资金纳入每年财

务预算中，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购置、演练、应急救援的经费由应急

救援行动小组根据实际情况需求，编制出相应的经费预算，向应急救

援指挥部提出申请，经总指挥批准后拨款，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费用的支出。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支出由总指挥批准后拨款，突发环

境事件经费的支出由应急指挥中心定期公示，确保应急经费及时到

位，保障应急经费的管理到位，落实到位。

2.6 外部公司调查过程及数据核实

2.6.1 公司互救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除建立自己的救援队伍外，为推进单位之

间的相互协作，自救互救，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与相邻的公司建立

了合作关系，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给予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

场运输、人员以及救援部分物资等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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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政府救援

当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垃圾填埋场

应急救援能力，需要政府参与紧急救援时，可及时向公安消防队通报，

获得应急救援工作的大力支持。当事态扩大化需要外部力量救援时，

请求德钦县政府或其他相关部门，发布应急救援支援命令，调动相关

政府部门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主要参与部门有：

① 公安部门：协助场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

进入事件现场和污染区。

② 消防队：发生火灾事件时，进行灭火的救护。

③ 环保部门：在事件时对产生的各类污染源进行监测，并提供

实际有效数据对污染区的污染情况进行分析。

④ 电信部门：保障外部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及时准确发

布事件的消息和发布有关命令。

⑤ 医疗部门：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

要的药品和人员。

⑥德钦县人民政府：协助企业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邻近企事业公

司进行全力支持和救护。

政府协调救援公司联系电话见表 2-2

表 2-2 政府协调救援公司联系电话统计表

序号 应急救援机构名称 支援方式 支持能力 联系电话

1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
事故的危害性

分析、调查

事故的分析调

查、协助救援

环保热线：

12369 或

0887-8412628

2 德钦县人民政府 协助支持 协助调查及救援 0887-8412190

3 德钦县应急管理局 应急抢救 辅助参与救援 0887-8413309

4 德钦县公安局 警戒、保卫、 保障有效的实施 报警：088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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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 救援

5 德钦县人民医院 抢救受伤人群
事件处理、抢救

伤员

急救：120
0887-8413171

6 德钦县公安消防大队 应急抢救 辅助参与救援 火警：0887-119

7 德钦县安全生产协会 协助支持 协助调查及救援 0887-8413309

8 德钦公路分局 协助支持 协助调查及救援 0887-8412950

2.6.3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

本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事件救援依托德钦县人民医院的救护

车，救护车内配置氧气瓶、便携式内、外科用急救箱、呼吸机、可折

叠式推床以及外科肢具、夹板和急救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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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资源不足或差距分析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部虽然配备有一定的应急人力、物力及

财力资源，但现有的应急资源还不能满足应急的需求：

（1）在应急人力资源方面，目前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部虽

成立了内部应急救援队伍，但现有的应急救援队伍缺乏相应的应急配

置和实战演练。因此当发生事件后，不能较好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在应急资金方面，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还未建立专项应

急资金库，事件应急事前、事中、事后的资金难以得到保障。

（3）在应急物资方面，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还未安装可燃气

体泄露报警装置。

4完善应急资源的具体措施

（1）制定职工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制度，加强

对职工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培训及演练，强化职工的应急

能力。

（2）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措施；

（3）安装可燃气体泄露报警装置。

5调查结果与结论

人力：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成立了由工作人员组成的内部应急

救援队伍，后续通过加强对职工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培训

及演练后，可满足应急的需求。

财力：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目前尚未建立应急资金库，不能保

障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应建立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专项资金库，每年投资 1万元，作为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日后

应急物资的更新储备、应急预案的演练、突发环境事件抢险救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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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预留固定的资金 3 万元，作为事件应急

事中、事后使用，保障应急事件的救援工作能正常开展。

物力：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配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在安装了

可燃气体泄露报警装置后，基本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需求。德钦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加强风险源的控制，在今后的建设中继续完善项目

区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建设，防微杜渐，未雨绸缪，降低环境风险，

提高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救援抢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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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有风险防控应急设施设备

现有风险防控应急设施设备详见表 6-1。

表 6-1 现有风险防控应急设施设备表

橡胶手套 危废间

消防灭火器 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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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服 不锈钢应急桶

一次性防护服 应急水泵及钢丝管

渗滤液污水处理设施 水质在线监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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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件

附表

附表 1：企事业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附表 2：环境应急资源汇总表

附件

附件 1：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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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企事业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1、调查概述

调查开始时间 2022 年 11月 2 日 调查结束时间 2022 年 11月 3 日

调查负责人姓名 钟诚 调查联系人电话 13988780130 13529827690

调查过程
对厂区内应急物资进行统计，调查应急物资是否满足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需求。

2、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如果为“有”，应附相应调查表）

应急资源情况
资源品种：26 种；

是否有外部环境应急支持公司：☑有， 8 家；□无

3、质量控制与管理

是否进行了调查信息审核：☑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信息档案：☑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更新机制：☑有；□无

4、资源储备与应急需求匹配的分析结论

□完全满足；□满足； ☑基本满足；□不能满足

5、附件

一般包括以下附件：

5.1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5.2 环境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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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环境应急资源汇总表

调查人及联系方式：钟诚 13988780130 审核人及联系方式：李晓松 18808850051

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物资位置 德钦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内 经纬度
中心经度：东经 98°56′20.69″，北纬

28°27′3.17″

负责人
姓名 钟诚 姓名 李晓松

联系方式 13988780130 联系人 18808850051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责任人 所在位置

1 水泵 台 1

钟诚
13988780130

仓库

2 水泵 台 1 仓库

3 钢丝管 卷
4（50米/

卷）
仓库

4 防毒面具 个 2 仓库

5 防化服 套 2 仓库

6 防化手套 双 10 仓库

7 护目镜 副 10 仓库

8 防刺穿鞋 双 7 仓库

9 防毒面具 个 10 仓库

10 手电筒 个 1 办公室

11 头灯 个 1 办公室

12 干粉灭火器 个 20 场区

13 不锈钢桶 个 8 仓库

14 不锈钢桶 个 2 仓库

15 渗滤液应急池 座 1 污水处理站旁

16 应急沙袋（空） 个 500 污水处理站旁

17 锄头 个 3 仓库

18 钢铲 把 2 仓库

19 医药箱 个 1 办公室

20 反光马甲 件 10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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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皮卡车 辆 1 停车场

22 水车 辆 2 停车场

23 养护车 辆 1 停车场

24 装载机 台 1 填埋区

25 挖机 台 1 填埋区

26 三轮电动车 台 2 停车场

环境应急支持公司信息

序号 类别 公司名称 主要能力

1

应急救援公司

德钦县应急管
理局

参与救援，防治事故扩大，将危险降到最低。

2
德钦县消防大

队
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

3 德钦县公安局
协助公司进行警戒，封锁相关要道，防止无关人员

进入事故现场和污染区。

4
德钦县人民医

院
提供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

的药品和人员。

5
应急监测

德钦环境监测
站

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6
迪庆州生态环
境局德钦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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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制度

应急物资是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置的重要物质支撑。为进一步

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加强对应急物资的管理，提高物资统一调配和保

障能力，为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供重要保障，特制定本制度。

一、 应急物资储备的品种包括安全防护、污染源切断、污染物

收集、应急抢险类及其它。

二、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库专人负责制，单独设立专门的应急物资

储备仓库，做到“专业管理、保障急需、专物专用”。仓库专门管理

人员必须 24小时开机，保持通讯联络的畅通。

三、建立可持续的应急资源数据更新机制，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满足应急管理的实际需要，原则上数据有变化要随时更新。对于经常

变化的应急资源数据，至少每季度更新一次。

四、遵循“谁采集，谁负责，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按

照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标准采集、录入所负责的应急资源数据，所录入

数据必须完整、规范、准确，并根据所储存物资的特性，定期进行流

转或更新，储量不足时及时增加，确保应急物资足额、有效，并建立

应急物资管理台账。

五、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根据垃圾填埋场应急总指挥指令，

立即组织应急物资的调拨，以最快的时间携带应急物资赶赴现场进行

应急处置。

德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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