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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目的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是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危害性制

约着生态平衡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的需要我们做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

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严重社

会危害。当事故或灾害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时候，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救援体系，

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行动，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

后果的关键甚至是惟一手段。

应急资源是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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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编制本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 编制原则

本编制原则主要以预防、控制企业突发性环境事件风险为目的，以锡林郭勒

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的应急资源作为调查重点，编制具有真实、可靠性

的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3 企业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方案

根据《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 号）文件

对企业单位现有环境应急资源从公司“人、物、财”三方面进行了调查，公司现

有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方案如下：

3.1 调查时间

调查开始时间：2021年 12月 1日

调查结束时间：2021年 12月 3日

3.2 调查内容

主要从公司现有“人、物、财”三方面进行了调查。

3.2.1 企业内部环境应急资源

主要包括公司内部应急人员以及应急物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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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企业外部环境应急资源

（1）应急救援行政主管部门

东乌珠穆沁旗满都镇人民政府应急办公室、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东乌珠穆

沁旗分局。

（2）环境监测机构

具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技术人员及专业设备，能够提供实时监测服务，间断或

者连续的测定由于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因子的浓度，观察、分析其变化

和对环境影响的过程。能够准确、及时、全面地反应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

为污染源控制、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应急救援物资保障机构

具备应对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相关救援

物资及救援队伍的事业单位。

（4）应急救援医疗保障机构

具备医学救护专业知识、配备相关应急救援药品及设备的专业卫生救援队伍，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协助企业抢救伤病人员并及时救护与转送。

（5）应急救援避难场所

能够基本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一段时期内，躲避由灾害带来的直接或间

接伤害，并能保障基本生活的带有一定功能设施的场地。且具有应急消防措施、

应急避难疏散区、应急供水等应急避险功能，形成的具有通讯、电力、物流、人

流、信息流等为一体的完整网络。

（6）应急救援专家

主要包括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镇环保、安全、救援、监测等领域

的专家。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向应急指挥中心提出

科学救援意见，指导各救援工作组科学施救。

3.3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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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资料收集、现场勘查、走访法。

3.3.1 资料收集法

搜集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相关纸版及电子版资料。

3.3.2 现场勘查及走访法

现场勘查企业及周边援助企事业单位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地、储备方式、人员

管理、相关制度建设等。走访企业及周边企事业单位，了解应急救援物资、人员

储备及应急路线、场所等基本情况。

4 企业环境应急资源调查结果

4.1企事业单位应急队伍建设

（1）站内环境应急队伍建设

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环境应急组织依托于公司应急组织，

设立工作领导小组、现场处置组、警戒疏散组、后勤保障组、应急通讯组、综合

协调组，公司环境应急队伍联系方式见下表所示。

表 4.1.1 尾矿库应急指挥组及各专业组人员通讯录

工作领导小组

应急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马印禹 总经理 13505311832
副总指挥 谢红鹏 安全总监 15762966189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唐天京 安全环保部经理 15249546125
组员 袁茂良 安全环保副经理 17362135796

警戒疏散组

组长 张海明 治安消防主管 182479168770
组员 刘建伟 保卫 18396695255

后勤保障组

组长 翟永海 物资装备部经理 15249546106
组员 栁瑶鑫 仓库主管 13789664328

应急通讯组

组长 潘磊 网络主管 13153997498
组员 郑阳 网络技术员 15063097474

综合协调组

组长 刘兴宇 运营管理部经理 15249546121
组员 周长林 运营管理部副经理 1504718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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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监测组

组长 韩金龙 安全环保主管 15849928744
组员 李永光 安全主管 13664753985

尾矿库值班人员

田强 张强 孙晓东 何志民

尾矿库值班电话

炸药库值班人员

张旭明 黄平元 布和 王卜峰

炸药库值班电话 0479-2770580

表 4.1.2选矿厂及尾矿库应急指挥组及各专业组人员通讯录

工作领导小组

应急职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马印禹 总经理 13505311832
副总指挥 谢红鹏 安全总监 15762966189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唐天京 安全环保部经理 15249546125
组员 袁茂良 安全环保副经理 17362135796

警戒疏散组

组长 张海明 治安消防主管 182479168770
组员 刘建伟 保卫 18396695255

后勤保障组

组长 翟永海 物资装备部经理 15249546106
组员 栁瑶鑫 仓库主管 13789664328

应急通讯组

组长 潘磊 网络主管 13153997498
组员 郑阳 网络技术员 15063097474

综合协调组

组长 刘兴宇 运营管理部经理 15249546121
组员 周长林 运营管理部副经理 15047181569

应急监测组

组长 韩金龙 安全环保主管 15849928744
组员 李永光 安全主管 13664753985

尾矿库值班人员

田强 张强 孙晓东 何志民

尾矿库值班电话

炸药库值班人员

张旭明 黄平元 布和 王卜峰

炸药库值班电话 0479-2770580

（2）企业可请求援助或协议援助的应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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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镇，根据现场调查企业

周边有多家企业。所以当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时，周边具备外部企业救援力量，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且即将或已经无法控制

时向政府职能部门或服务型机构请求应急救援，公司可请求外部救援如下：

表 4.1.3 企业周边企业应急救援联系方式

项目 部门 联系电话 备注

上级部门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 3221074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8238295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东乌珠穆

沁旗分局
3221163

东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 3226884

满都镇人民政府 3366628

社会力量

公安局 110

火警 119

急救 120

交通事故报警指挥 122

尾矿库最近

受体及单位
满都宝拉格嘎查 15164945500 嘎查委会

4.2企事业单位环境应急物资

环境应急物资是指为避免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后果

所需要的实物或协议物质资料。主要包括处理、消解和吸收污染物的各种污染控

制物资、围堵物资、处理处置物资等，其通常不列为固定资产，属于消耗性物品。

环境应急装备是指为避免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后果

所需要的专用设备、仪器和材料的总称。如应急监测设备、应急装置、应急交通

设备、应急通讯设备、应急急救设备等，其通常可列为固定资产，可重复使用。

环境应急装备的消耗性零部件或者配件可以根据情况列为环境应急物资。

根据厂区内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备足、备齐应急设施（备）与

物资。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应急设备和物资设置专人负责，锡

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的应急物资有个人防护用具、医疗急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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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处置装备等。正常情况下按照规定例行检查，保证各种物资的充足与完备。

锡林郭勒盟山金阿尔哈达矿业有限公司现有应急物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2.1采矿区现有应急物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装备名称 单位 数量 位置 设备管理人 联系方式

1 雨衣 套 20 公司仓库 田强 15147985733
2 雨鞋 双 20 公司仓库 田强 15147985733
3 防尘口罩 个 10 公司仓库 田强 15147985733
4 安全帽 顶 20 公司仓库 田强 15147985733
5 胶手套 双 20 公司仓库 田强 15147985733
6 钩机 台 1 公司仓库 赵伟 13954517135
7 铲车 2 2 公司仓库 邵艺林 13191562033

8 二氧化碳灭火器 20 台
公司消防器材

库
张海明 18247916877

9 风力灭火机 20 台
公司消防器材

库
张海明 18247916877

表4.2.2选矿厂及尾矿库现有应急物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装备名称 单位 数量 位置 设备管理人 联系方式

1 编织袋 袋 1000 尾矿库应急库 田强 15147985733
2 铁锨 把 10 尾矿库应急库 田强 15147985733
3 水泵 台 2 尾矿库应急库 田强 15147985733
4 塑料管 200 m 尾矿库应急库 田强 15147985733
5 苫布 400 ㎡ 尾矿库应急库 田强 15147985733
6 钩机 台 1 公司仓库 赵伟 13954517135
7 铲车 2 2 公司仓库 邵艺林 13191562033

8 二氧化碳灭火器 20 台
公司消防器材

库
张海明 18247916877

9 风力灭火机 20 台
公司消防器材

库
张海明 18247916877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现有应急物资进行比对，对企业还需要补充的

应急物资进行说明，具体要补充的应急物资清单如表 4.2.3所示。

表 4.2.2 企业补充应急物资清单

名称 数量 分布 备注

防毒面具 4副 公司仓库

空气呼吸器 3个 公司仓库

4.3 企业环境应急专项经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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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经费保障是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迅速展开应急工作的前提保障，

没有可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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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急经费保障制度

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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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保障小组要把抢险救灾经费、物资装备经费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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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包括抢险救援、医疗救护、通信信息、应

急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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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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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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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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急资源调查结论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从“人、物、财”三方面进行了调查：本企业已组建了应

急救援队伍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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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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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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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应急资源管理制度

应急物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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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突发安全事故提供重要保障，根据“分工协作，统一调配，有备无患”的要

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应急物资储备的品种包括人员救助、应急抢险类及其它。

二、应急物资储备数量由安环科根据工程实际应急需要确定。

三、安环科要负责落实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落实经费保障，科学合理确定物

资储备的种类、方式和数量，加强实物储备。

四、现场仓库管理员负责应急物资的保管和维修，使用和管理。

五、安环科负责制订应急物资储备的具体管理制度，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做到“专业管理、保障急需、专物专用”。应急物资由生产运营科环保

专业负责管理、保养、维修和发放，应急物资严禁任何人私自用于日常施工，只

有发生突发事故方能使用。

六、安环科负责制订应急物资的保管、养护、补充、更新、调用、归还、接

收等制度，严格执行，加强指导，强化督查，确保应急物质不变质、不变坏、不

移用。

七、应急物资应单独保管，并经常检查、保养，有故障及时通知物资设备部

维修，对不足的应急物资要及时购买补充，对过期和失效的应急物资要及时通知

更换，应急物资要调用必须经项目主管领导签字同意，使用时必须签领用单，归

还时签写接收单。

八、应急事故发生时，由办公室负责应急物资的准备和调运，应急物资调拨

运输应当选择安全、快捷的运输方式。紧急调用时，相关单位和人员要积极响应，

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建立“快速通道”，确保运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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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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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办公室提出申请，安环科审核后重新购置。

十、应急物资应当坚持公开、透明、节俭的原则，严格按照申购制度、程序

和流程操作，做到安环科提出申请计划、主管领导签字、办公室负责采购。

十一、安环科和办公室负责对应急物资的申请、采购、储备、管理等环节的

监督和检查，对管理混乱、冒领、挪用应急物资等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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