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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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为收集和掌握本地区、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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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特此开展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并编制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2 调查主体及内容

本次调查主体为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通

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提出

的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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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内部的人力、财力及装备等应急救援资源进行调查；对公

司外部的人力及装备等应急救援资源进行调查。适用于通用技术集团

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过程中各车间、部门操作人员在作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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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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结束于 2022 年

12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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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从人员

方面评价应急资源配置现状，为企业合理引进人才提供参考依据。

为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成立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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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办公室下设现场抢险组、警戒疏散组、医疗救护组、

后勤保障组、环保应急组共五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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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由以下人员组成：

总指挥：许学银/党委书记、董事长

副总指挥：王鹤/总经理、副总经理/字立敏

应急指挥办公室主任：马清春/副部长

成员：现场抢险组、警戒疏散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环

保应急组等各小组成员组成。

公司环境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见图 2-1所示。

图 2-1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组织机构图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以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为基础，若总指

挥不在公司时，副总指挥全权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在非常特殊情况下，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均不在公司时，由现场的

最高管理人员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2.3.2 公司应急救援队伍组成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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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应急救援指挥部

（1）统一领导、规划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2）做出启动或终止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相应应急处

置方案的决定；

（3）负责对外发布救援请求；指挥公司内应急救援各部门参与

事故救援工作，协调本单位和参与事故应急救援的机构、部门和单位

之间的关系；

（4）根据相应应急处置方案，参照现场实际情况及专家建议，

制定相应的应急抢险方案，做出应急抢险的决策；

（5）领导、监督、督促应急抢险现场指挥部实施应急救援方案；

（6）为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实施应急抢险方案提供人员、装备、

资金、技术、协调等全方位支持；

（7）指导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的建设和运转。

（1）总指挥及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总指挥为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学银，联系电话：

13164276259。

主要工作职责为：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有关部门关于环境安全的

方针、政策及规定；组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

（3）负责掌握意外灾害状况，根据灾情的发展，确定现场指挥

人员，推动应急机构工作的发挥；

（4）视灾害状况和可能演化的趋势，判定是否需要外部救援或

资源，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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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6）配合有关部门对环境进行修复、事件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7）负责组织应急预案评审、审批与更新。

（8）视灾害状况和可能演化的趋势，判定是否需要外部救援或

资源，接受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件的处理；

若突发环境事件上升至社会级及以上（例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介入

后），环境应急指挥权应移交上级部门并调整企业内部应急体系。

（2）副总指挥及职责

公司应急救援副总指挥为总经理王鹤、联系电话：13940592992，

副总经理字立敏、联系电话：18587192021。

主要工作职责为：

（1）协助总指挥工作。

（2）组织制定现场救援措施，报总指挥批准，为控制事态发展，

具有紧急处置权。

（3）对抢险、抢修作业根据技术规范和工艺情况，提供准确可

行的抢险方案，并向总指挥报告情况，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抢险命令。

2.3.2.2应急管理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为马清春、联系电话：15808768698。

（1）负责应急防范设施（备）（如消防器材、防护器材、救援

器材和应急交通工具等）的建设，以及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备；

（2）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培训，根据应

急预案进行演练，向周边企业、居民提供本单位有关主要物质特性、

救援知识等宣传材料；

（3）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上报及可能受影响区域的通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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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督促公司内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

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督促、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

影响；

（5）确定事件级别上报总指挥；组织实施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联络、动用各应急队伍，现场指挥协调；批准临时性应急方

案并实施，紧急状态下决定是否求助外部力量；

（6）负责接待新闻媒体、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有关人员；负责

事件信息的对外发布；负责员工和周边居民的情绪疏导稳定工作，必

要时按照指挥部指令联系地方相应组织，做好疏散和善后安抚工作。

2.3.2.3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职责

1、疏散警戒组

公司警戒疏散组负责人为马清春，联系电话：1580876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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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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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疏散工作。

2、现场抢险组

公司现场抢险组负责人为刘雪健，联系电话：15025165689。

主要工作职责为：

1)负责控制危险源、防止事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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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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后勤保障组负责人为耿东甲，联系电话：158872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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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护组

公司医疗救护组负责人为满艳，联系电话：15697050789。

主要工作职责为：

1)负责组织协调外部医疗单位对接工作。

2)做好自救工作，组织现场抢救受伤人员的转移。

3)协助医疗部门、组织伤员的医疗救治工作。

4)负责伤员的抚恤、安置及其家属的安抚、接待。

5、环保应急组

公司环保应急组负责人为杨昌云，联系电话：15808712746。

主要工作职责为：

1)配合外部监测部门采样监测，提供现场协助；

2)负责事故发生后水质、空气监测，若遇消防事故，则对公司下

风向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控，确定疏散范围（影响范围）；

3)转移泄漏点的废水、化学品、危险废物至空闲容器内，并做好

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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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召开事件现场会和分析会，尽快查明事件原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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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各部门的职责

公司各部门均应积极响应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及应急

指挥办公室对事件自受理至处置完毕的各项管理工作，根据各部门的

职责负责完成如下职责：

（1）做好事件申报、调查、预评估、处理等环节的档案保存、 整

理、上报工作。

（2）做好所在部门全体人员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宣传

教育。

（3）在处置过程中，各部门均应服从应急指挥部及应急指挥办

公室的工作安排。

（4）经应急指挥部及应急指挥办公室授权或指派负责相关处置

工作的，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或完成后，应及时书面向应急指挥办公室

回馈相关事件的处置情况。

2.3.3 通讯保障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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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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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应急联络讯录详见表 2-1所示。

表 2-1公司应急救援联络通讯录
序号 组织机构 应急职务 公司内部职位 姓名 联系方式

1 指挥部

总指挥 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学银 13164276259

副总指挥
总经理 王鹤 13940592992

副总经理 字立敏 18587192021
应急指挥办公室主任 副部长 马清春 15808768698

2 现场抢险组

组长 中心总经理 刘雪健 15025165689

组员 主管 潘雄 15887843131
组员 主管 杨金华 15331753101
组员 安全员 苏丽新 13629488948
组员 安全员 向成军 15974826040

3 警戒疏散组

组长 副部长 马清春 15808768698
组员 主管 杨昌云 15808712746
组员 安全员 飞绍程 18082978377

4 医疗救护组

组长 主任 满艳 15697050789
组员 主管 杜家福 13577064486
组员 主管 孙卓洋 15288270429

5 后勤保障组
组长 主管 耿东甲 15887221526
组员 队长 黄亮 13759149216

6 环保应急组

组长 主管 杨昌云 15808712746
组员 安全员 张丽 15887803884
组员 安全员 阮集 13888590915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24小时电话：15807812746

2.3.4 应急救援设施及设备

公司设立应急专项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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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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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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车辆包括：公司车辆。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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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位置

1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套 2 生产制造中心

2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仪 台 1 铸造分公司

3 轻型化学防护服 套 10 涂漆包装车间库房

4 防火服 套 2 铸造分公司

5 过滤式防毒面具 套 2 铸造事业部

6 对讲机 台 10 生产制造中心

7 公用车 辆 各 1 办公室

8 叉车 台 8 安全和质量部

9 急救箱 套 5 各单位

10 移动装载机 辆 1 铸造事业部

11 强力聚光灯 个 16 生产制造中心

12 各类型灭火器 个 1048 各单位

13 消防砂 处 5 采购部

14 室内消防栓 个 61 生产制造中心

15 室外消防栓 个 21 生产制造中心

16 汽车起重机 辆 1 营销服务中心

17 运输车辆 辆 7
加工车间、装配车间、铸造分

公司、采购部

2.3.5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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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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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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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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在寻求与周边兄弟单位进行合作，当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能够给予公司运输、人员以及救援部分物资等方面的支援。

2.6.2 政府救援

当公司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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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盘龙区政府或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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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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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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坝镇政府及村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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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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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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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1-63194839

2 盘龙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抢救 辅助参与救援 0871-65615309

3 盘龙区公安局
警戒、保卫、

事故调查

保障有效的实施

救援

报警：110 或

0871-63387874

4 市二医院昆机分院 抢救受伤人群
事件处理、抢救

伤员

急救：120
0871-65212106

5 盘龙区消防支队 应急抢救 辅助参与救援 火警：119

6 茨坝镇政府 协助支持 协助调查及救援 0871-66077556

7 花鱼沟村委会 协助支持 协助调查及救援 0871-65222601

2.6.3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药品

本公司事件救援依托市二医院昆机分院的救护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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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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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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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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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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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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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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调查结果与结论

人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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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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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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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应预留固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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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均配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基本满足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需求。公司应加强风险源的控制，在今后的建设中继续完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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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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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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仪 急救包

危废暂存间 废气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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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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日 调查结束时间 2022年 12月 12日

调查负责人姓名 杨昌云 调查联系人电话 1580781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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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种；

是否有外部环境应急支持公司：☑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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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云 15807812746 审核人及联系方式：王鹤 13940592992

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位置 公司内 经纬度
中心经度：东经 102°44'10.36"，北纬

25°9'17.5"

负责人
姓名 杨昌云 姓名 王鹤

联系方式 15807812746 联系人 13940592992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公司 数量 责任人 所在位置

1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套 2

杨昌云
15807812746

生产制造中心

2
一氧化碳气体检测

仪
台 1 铸造分公司

3 轻型化学防护服 套 10 涂漆包装车间库房

4 防火服 套 2 铸造分公司

5 过滤式防毒面具 套 2 铸造事业部

6 对讲机 台 10 生产制造中心

7 公用车 辆 各 1 办公室

8 叉车 台 8 安全和质量部

9 急救箱 套 5 各单位

10 移动装载机 辆 1 铸造事业部

11 强力聚光灯 个 16 生产制造中心

12 各类型灭火器 个 1048 各单位

13 消防砂 处 5 采购部

14 室内消防栓 个 61 生产制造中心

15 室外消防栓 个 21 生产制造中心

16 汽车起重机 辆 1 营销服务中心

17 运输车辆 辆 7
加工车间、装配车间、铸造

分公司、采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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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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区应急管
理局

参与救援，防治事故扩大，将危险降到最低。

2
盘龙区消防大

队
发生火灾事故时，进行灭火的救护。

3 盘龙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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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二医院昆机

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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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环境监测
站

提供事故时的实时监测和污染区的处理工作。

6
昆明市生态环
境局盘龙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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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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根据公司应急总指挥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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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技术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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