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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

发[2015]4号）、《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津环保应[2015]40号）等相关规定，本报告对公司的

环境应急资源进行调查，主要包括应急队伍保障、通信保障、应急物资及

装备保障、经费及其他保障，确保企业能够迅速有效的采取措施，消除或

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 

2 应急队伍保障 

2.1 组织体系 

公司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构，应急组织机构图如下。 

 

图 2-1应急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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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急组织机构组成 

公司成立应急指挥中心，由公司经理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厂长任副总

指挥或现场指挥，下设应急指挥办公室，由人资科、生管处、保全科、资

材科、生产技术、厂务科等的部门人员组成，日常工作成员由厂务科人员

兼管。应急处置组织机构成员组成及联系方式见下表。 

表 2-1应急处置组织机构成员组成及联系方式 

职务 所在部门 姓名 电话 

总指挥 经理 蒋晓军 66230830 

副总指挥/现场指挥 厂长 袁宏江 66230830 

应急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应急指挥办公室 

负责人 厂务科 刘伟 13512950205 

成员 保全科 刘双柱 18202609301 

成员 制一科 王德顺 13820255079 

成员 制二科 钱志刚 15302089680 

成员 制三科 李九强 15902205519 

抢险救援组抢险救援组抢险救援组抢险救援组 

组长 事故发生部门科长 事故发生部门 -- 

成员 制一科 范兰田 13920472450 

成员 制一科 堵会增 13622175678 

成员 制一科 张勇 13642143659 

成员 制二科 曹义勋 13672010356 

成员 制二科 刘钟靖 13821832160 

成员 制二科 崔勇杰 13821682515 

成员 制三科 齐桓勇 13920779759 

成员 制三科 朱国栋 13820153029 

成员 制三科 车军 15620983447 

成员 制三科 曹立张 13820180320 

成员 制三科 张浩 13820107257 

成员 制三科 黄磊 13920530781 

警戒疏警戒疏警戒疏警戒疏散组散组散组散组 

组长 厂务科科长 赵洪亮 18668221178 

成员 资材科科长 孙毅 18668221393 

成员 销管科科长 刘忠连 18668221392 

成员 制一科 王德顺 13820255079 

成员 制二科 钱志刚 15302089680 

成员 制三科 李九强 15902205519 

成员 保安队长 郭志力 15235412541 

成员 保安夜班负责人 保安班长 66230830-6600 

信息联络组信息联络组信息联络组信息联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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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 资讯 候麟飞 18668109661 

成员 -- 崔月 66230830 

物资供应组物资供应组物资供应组物资供应组 

组长 厂务科 刘伟 13512950205 

成员 厂务科 杜建岩 13920283025 

成员 财务处 段克炜  

技术保障组技术保障组技术保障组技术保障组 

组长 保全科科长 刘双柱 13802180841 

成员 保全科 于海 13920439380 

成员 保全科 张方顺 13802180841 

成员 保全科 李春毅 13132281826 

成员 保全科 姜德顺 13820311612 

成员 保全科 王爱国 13920778593 

成员 保全科 郑建峰 13803088338 

善后处理组善后处理组善后处理组善后处理组 

组长 厂长 袁宏江 15658866527 

成员 厂务科 刘伟 13512950205 

3 通信保障 

公司应急值班电话、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相邻单位联系电话见下表。 

表 3-1 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电话 

部门 联系方式 

应急值班电话 66230830 

火警电话 119 

医疗急救中心电话 120 

开发区应急指挥中心 25201111 

开发区安监局电话 25201309 

开发区环保局电话 25201881、25201410 

开发区管委会电话 25201111 

开发区治安科 25321635 

开发区经保科 25321641 

开发区消防处 66293490-3058，3055 

开发区黄海路派出所 66298749 

滨海新区应急办 65305060 

天津市环保热线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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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外部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泰达医院 65202000 

泰达心血管医院 65209999 

合佳威力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8569802 

开发区电力公司 25202526（白天）25328937（夜间） 

开发区燃气公司 25326936 

FM Global公司 021-62881066 

供热服务 25202502（白天）25323931（夜间） 

供水服务 25202537（白天）25326117（夜间） 

市政服务 25202506 

表 3-3 公司相邻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24h联络电话 

1 天津膜天膜科技有限公司 朱斌 18576712910 

2 天津希伦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张路线 25293666-8051 

3 天津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 25327156 

4 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66299617 

公司通信器材的类型、数量、存放位置和管理责任人等具体情况见下

表。 

表 3-4通信器材 

序号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责任人 

1 对讲机 5 警卫室 郭志力 66230830 

2 电话 多部 办公楼、车间办公室 -- 

3 手机 多部 每位员工 -- 

4 应急物资及装备保障 

各专业应急救援小组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保证应急资源及时合理地调配与高效使用，保障应急救援有力。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防护器材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

急物资和装备。应急处置设施和防护用品的类型、数量、存放位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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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等具体情况见下表和图。 

表 4-1个人防护装备器材 

序号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责任人 

1 逃生面具 52只 车间各区域 王德顺 66230830 

2 话筒 6个 

行政楼一楼 

检品车间 

资材北面通道 

净化车间 1层 

钱志刚、李九强、孙

毅、赵洪亮、褚会生 

66230830 

3 口哨 12个 

4 电筒 6个 

5 防毒面具 24个 

6 矿泉水 24瓶 

7 毛巾 30块 

8 警示闪光灯 12个 

9 安全指示牌 12个 

10 警示背心 12件 

11 警戒带 4根 

12 急救药箱 6只 车间办公室 

表 4-2应急物资 

序号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责任人 

1 消防沙 2桶 溶剂室、溶剂罐 

孙毅、郭志力、

刘伟 

66230830 

2 消防扳手 3 把 警卫室 

3 消防斧 3 把 警卫室、净化车间 

4 消防铲 2 把 溶剂室、溶剂罐 

5 消防泵 4个 消防泵房 

表 4-3应急电源 

序号 名称 数量 存放位置 责任人 

1 发电机组 2 消防泵房 
刘双柱

66230830 

厂务科安排专人每月对应急设施做一次检查，确保各类应急设施都处

于可用状态。 

5 经费及其他保障 

财务处负责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抢险的各项资金，做好事故应

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公司财务预算，由财务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解决。主要包括体系建设、日常运行、救援演练、事故紧急救援



天津顶正印刷包材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6 

 

装备等费用。 

公司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积极开展演练、物资储备，为应急救援

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治安保障、技术保障、医疗保障、后勤保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