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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颁布令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应

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增强综合处置应急事故的能力，防止重大事

故的蔓延，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保障企业员工和公众的生命安全，最

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依据有关规定及结合诺力昂宁波基地的实际情况，特对本预案

进行修订。   

新的基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已修订完成，现批准颁布。请各部门

认真组织培训、学习和落实演练，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对演练和执行中发

现不适宜的地方，及时向公司 HSE&S部反馈，以便落实进一步的修订完

善。 

本预案于 2021 年 3月 12日修订，自签发日起实施，原预案同时作

废。公司其他管理规定与本预案不一致的按本预案执行。 

 

 

 

 

                                    批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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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用术语、符号和代号说明 

非常用术语、符号和代号 说  明 

EA 乙烯胺 

CH 螯合剂 

PC2 聚合物化学 

HCN 氰化氢 

I&U 基础设施 

PA 特性助剂 

PX14 叔丁基过氧化异丙基 

CCR 中控室 

ERT 应急救援队伍 

Block 装置 

EHEC/MEHEC 乙基-羟基乙基纤维素/甲基乙基-羟基乙基纤维素 

BHT 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抗氧化剂） 

DME 二甲醚 

SC 烷氧基化合物 

EO 环氧乙烷 

PO 环氧丙烷 

MEA 乙醇胺 

DEA 二乙醇胺 

TxC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叔丁基过苯甲酸酯； 

过苯甲酸特丁酯 

TxT 
过氧化叔丁基异丙苯； 

叔丁基异丙苯基过氧化物 

Tx21S 
过氧化-2-乙基己酸叔丁酯； 

过氧化叔丁基-2-乙基己酸酯 

Tx42S 过氧化-3,5,5-三甲基己酸叔丁酯 

Tx301 3,6,9-三乙基-3,6,9-三甲基-1,4,7-三过氧壬烷 

TBHP 叔丁基过氧化氢 

TBA 叔丁醇 

DCP 过氧化二异丙苯 

CHP 异丙苯过氧化氢 

CM 异丙苯 

CA 异丙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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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诺力昂宁波基地规定的要求编制。 

1.1.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事故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549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8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安委会安委〔2013〕8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指南（试

行）的通知》安监总厅应急[2009］73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原则

的通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厅管三〔2011〕142 号 

《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九条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4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厅应急〔2014〕95 号 

《国家突发公共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国发[2005]11 号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质检总局第 115 号令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 7 月 29 日修订）》（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5 号） 

《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184 号）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的通知》浙安监管应急

〔2013〕35号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浙安监管应急〔2009〕135 号） 

《关于切实加强全省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意见》浙政办发[2004]75 号 

《宁波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实施细则》甬安监管应急〔2011〕3 号 

《宁波市重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甬政发〔2005〕40号） 

《宁波市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甬政发〔2005〕63 号 

《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甬安委[2007]7 号 

关于印发《宁波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甬安监管应急〔2011〕3 

         号)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1.2主要技术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1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AQ/T3052-201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AQ/T9009-201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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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诺力昂宁波基地（下称基地）内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包括工业生

产事故、自然灾害事故、特种设备事故等所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以及有重大社

会影响的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 

1.3 响应分级 

1.3.1事故分类 

根据事故发生的过程、性质，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分为：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剧毒

化学品、泄漏、中毒、特种设备、自然灾害、停电事故等。  

1.3.2事故分级 

按照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等因素，结合基地安全生产实际状况，基

地事故响应等级为部门或装置事故（Ⅳ级事故响应）、工厂内事故（Ⅲ级事故响应）、涉及基

地事故（Ⅱ级事故响应）和基地外事故（Ⅰ级事故响应）。  

Ⅳ级事故响应是指事态比较简单，仅对部门或装置内较小范围的生产设备、人身安全造成

局部危害和威胁，该级事故救援完全依靠本部门或装置人员应急自救，而不需要其他的应急力

量支持。 

Ⅲ级级事故响应是指事态比较简单，仅对工厂内较小范围的生产设备、人身安全造成局部

危害和威胁，对工厂以外不构成威胁危害的事故，该级事故救援完全依靠工厂自救，而不需要

外部的应急力量支持。 

Ⅱ级事故响应等级是指事态较为复杂，事故工厂内较大范围的生产设备、人身安全造成局

部危害和威胁，事故工厂应急力量不足以应对，需要基地应急救援中心的应急力量支持。 

Ⅰ级事故响应等级是指事态非常复杂，不但对基地，而且很可能对基地外一定范围内的社

会财产、人生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以及有重大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后果的生产安全

事故。该事故由公司迅速组织自救，同时立即报警，实施社会性应急救援，相关单位联合展开

处置行动，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应急救援。 

1.3.3分级响应机制 

按照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等因素，结合公司安全生产实际状况，公

司事故响应分为Ⅰ级事故响应、Ⅱ级响应事故、Ⅲ级事故响应、Ⅳ级事故响应 4 个级别。 

当事态非常复杂，不仅是对基地，而且很可能对基地外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财产、人生安全

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以及有重大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后果的生产安全事故时应急响应上

升到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根据政府部门应急预案展开应急处置。 

根据基地内事故发生的级别不同采取的应急响应级别不同，应确定相应级别的现场负责

人，进行指挥应急救援和人员疏散安置等工作，分级响应机制具体见表 1-1。 

表 1-1   分级响应 

响应

级别 
事故影响范围 应急响应 指挥官 

Ⅳ级 

事态比较简单，仅对工厂事发部门或装

置内较小范围的生产设备、人身安全造

成局部危害和威胁。 

该级事故救援完全依靠本部

门人员应急自救，而不需要

其他的应急力量支持。 

现场指挥官 

（值班长或生

产经理） 

Ⅲ级 

事态比较简单，仅对事发工厂内较小范

围的生产设备、人身安全造成局部危害

和威胁。 

该级事故救援完全依靠工厂

自救，而不需要外部的应急

力量支持。 

应急副总指挥 

（工厂厂长） 

Ⅱ级 

事态较为复杂，基地内较大范围的生产

设备、人身安全造成局部危害和威胁。 

工厂应急力量不足以应对，

需要基地应急救援中心的应

急力量支持。 

应急总指挥 

（ 基 地 负 责

人） 

Ⅰ级 
事态非常复杂，危及基地外周边企业、

居民区人身安全，造成较大危害和威

基地应急力量不足以应对，

需要社会应急力量支持。 

应急总指挥 

（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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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2.1.1应急组织体系 

基地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专门负责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与处置，若事故不影响周边

工厂时，由事故工厂厂长担任事故应急总指挥，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应急救援指挥

部地点为中控室；若事故超出工厂时，则扩大应急响应，由基地负责人担任事故应急总指挥，

全面负责各厂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调度，事故工厂厂长则任事故应急副总指挥，负责工厂内

的应急处置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地点为行政楼应急室。事故应急处理期间，基地内各工厂的

一切救援力量与物资必须服从事故应急总指挥调派。具体详见图 2-1。 

 

图 2-1   应急指挥组织机构图 
 

各工厂之间可通过应急对讲机、电话或应急广播进行联动响应，各工厂间的 ERT 支持如表

2-2；工厂/SU 应急队伍的支持（以非正常工作时间设计，正常工作时间参照此实施）： 

 

表 2-2  基地 ERT 支持 

 
乙烯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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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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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化

学工厂 

过氧化物

工厂 
特性助剂 

烷氧基化

合物工厂 
备注 

ERT 辅

助 

外操/副

值班长 
外操 外操 外操 外操 外操 

收到事发工厂

的信息后，辅

助人员立即着

装进入待命状

态由事发工厂

现场总指挥调

度 

替代者

安排 

副值班长

为值班长

的替代者 

Block 4

操作员为

CH 值班长

内操为值

班长的替

代者 

内操为值

班长的替

代者 

内操为值

班长的替

代者 

内操为值

班长的替

代者 

 

应急总指挥 

工程抢险组 治安后勤组 

镇海自来水

公司 

对外联络人 

HSE&S 经理 

消防特勤队 

急救中心 

公安 

环保局 

宁波石化开
发区应急管

理局 
 

管委会 

应急副总指

挥 

总务组 

现场应急指

挥 

值班长 

技术支援组 

消防组 

医疗急救组 

通讯联络组 

应急监测组 

危机沟通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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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者 

 

2.2 应急组织机构和职责  

2.2.1应急总指挥及其职责 

应急总指挥由诺力昂宁波基地负责人担任。遇基地负责人不在时由应急副总指挥代理总指

挥。 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总体应急预案及各专项预案的制定、审核签发、实施和关闭。 

(2) 指挥基地应急救援队伍，调度基地内事故应急资源。 

(3) 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当地紧急救援指挥中心和诺力昂危机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必要时，决定请求外部救援。 

(4) 成立危机沟通中心，决定对事故情况接受上级调查。 

(5) 组织事故调查和总结。 

2.2.2应急副总指挥及其职责 

应急副总指挥由基地内事故工厂的厂长担任，若不在时，由工厂的生产经理为其代理人。

其职责主要包括： 

(1) 负责指挥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 

(2) 向危机沟通中心报告事故情况。 

(3) 参与现场善后处理及购置补充耗用的灭火器材、防护器具。 

(4) 协助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及研议改善防范措施。 

(5) 指导各项救灾器材、设备的操作使用。 

(6) 组织、配合主管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7) 组织公司应急预案的演练。 

(8) 组织制定、评估本公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2.3现场应急指挥及其职责  

现场应急指挥由生产经理担任。生产经理不在时由当班生产值班长担任。其职责包括： 

(1) 负责指挥工厂各应急小组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2) 执行应急副总指挥的命令，执行灾区测定、隔离及复原等事宜。 

(3) 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告应急副总指挥，并提出处置建议。  

2.2.4对外联络人 

对外联络人由 HSE 经理担任，HSE 经理不在时由消防专员担任，其职责包括： 

（1）根据应急总指挥的决定，负责与消防、环保、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对外联络以及

其他协调、通报事宜。 

（2） 为应急总指挥、现场应急指挥及厂外支援提供安全资料、数据。  

2.2.5治安后勤组 

治安后勤组由门卫保安员和现场操作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治安后勤组负责现场治安保卫工作，包括划定警戒区域、交通管制和引导人员疏散

（保安负责装置外的警戒区域划分）。 

（2 ）应急疏散时查看门禁系统对应急集合点的打卡人数进行统计，并汇报给应急指挥官。 

2.2.6总务组 

总务组由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如设备、人力资源、财务、行政部等组成，组长单位为行政部

门，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提供、核算事故应急所需费用并进行预算。 

(2) 发生重大事故，人事部门应有专人处理受伤住院或死亡人员的相关事宜。 

(3) 提供事故应急所需设备、工具等物资。 

(4) 提供事故应急所需饮食、住宿、车辆等保障。  

(5) 准备抢救药品、器材和物资，以应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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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技术支援组 

技术支援组由基地内各工厂技术工程师等组成，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掌握公司区域内重大危险源和危险目标的分布情况，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

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2) 对事故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估，为应急领导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

据； 

(3) 参与污染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污染区域的警报设立与解除等重大防护

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4) 指导各应急小组进行现场处置；  

(5) 负责对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和事故灾害的评估工作。 

2.2.8危机沟通中心（信息发布部门—HSE 协调） 

危机沟通中心由基地内主要领导层组成，其主要职责包括： 

 (1) 向诺力昂危机管理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2)经应急总指挥批准向园区或上级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2.2.9通讯联络组 

通讯联络组由事故工厂的 DCS 人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通知厂内从业人员依指示路线疏散。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话务员、检修人员及技术人

员待命，话务员中断一般外线电话，确保事故处理外线畅通，向现场总指挥报告、要求应急指

挥部处理事故所用电话迅速、准确无误； 

(2) 启动现场应急报警广播系统通知全厂人员，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通知应急指挥部、各救援

专业队及有关部门、部门，查明事故源外泄部位及原因，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下达

按应急预案处置的指令； 

(3) 保证通讯畅通，对外联络寻求外部支持，必要时安排信使；根据预案要求负责通知相邻

工厂等等活动。 

(4) 协助现场指挥官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处置工作。 

2.2.10应急监测组  

应急监测组由事故工厂的现场人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提供各应急状况下的厂区风向、风速等数据； 

(2) 在下风向监测气体浓度，为现场指挥官提供应急救援数据。 

2.2.11医疗急救组 

医疗急救组由医务室人员和 HSE 专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医疗急救组负责对受伤害人员的急救处理， 

(2) 当医疗部门专业人员到场后，对伤员的伤情进行交接并协助其工作。  

2.2.12消防组  

消防组由事故工厂的现场人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使用适当的消防灭火器材、设备扑灭火灾。 

(2) 冷却火场周围设备、物品，以遮断隔绝火势漫延。 

(3) 负责侦测现场可燃性气体泄漏含量，划定危险区域。 

(4) 负责工程抢险以及抢修现场指挥。 

(5) 负责灭火、抢险后事故现场保护。 

2.2.13工程抢险组  

工程抢险组由基地的维修人员担任，其职责主要包括： 

(1) 提供相关工程抢险设备设施； 

(2) 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工程抢险。 

2.3 应急组织人员编组及联系电话  

应急组织人员编组及联系电话：另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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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响应 

3.1 应急工作原则 

3.1.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切实保障人员生命安全与健康，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因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坚

持救物先救人的原则，是本《预案》和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1.2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和预防工作相结合，

切实加强对本公司内安全生产的监督指导，有效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是本公司应急管

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加强员工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教育和培训，做好事故应急预案和机制

的准备。通过平时的预防和演练，实现平时防灾与战时消灾的有机统一。 

3.1.3反应及时，快速果断 

 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构建及时发动、组织救援的人、财、物和信息的保障机制，以及各种

合作机制，提高迅速控制和处置事故的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准备、早控制。 

3.1.4政府领导，统一指挥 

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在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公司相关人员积极配

合，根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做好有关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 

3.1.5紧急避险 

一般情况下，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益。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是最高权利。 

3.2 信息报告 

3.2.1 信息报告与通知 

事故第一发现人发现事故后应立即向中控室报告，报告时说明事故地点、现状及控制情

况，中控室人员接到报警后应迅速向现场指挥官及应急指挥部成员报告事故情况，并按事故性

质与规模启动应急响应工作。 

事故信息可通过基地 24小时值班电话（8662-1666）或应急对讲机频道 16#来通报，应急对

讲机系统架构图如 3-1，基地事故应急传递程序如图 3-2。 

 

图 3-1    应急对讲机系统架构 

 
    

 

图 3-2：基地事故应急传递程序 

 

事故发生部门 

HSE&S 部
7# 

SU 维修部 

6# 

 

应急频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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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 装置 

3# 

HCN 
装置 

4# 

物流部 
5# 

PA&SC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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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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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信息上报 

事故应急总指挥根据事故现状和应急预案分级响应规定按信息传递程序向宁波石化经济技

术开发区安监局等行政职能部门报告，报告时间不得超过 1 小时。 

信息报告内容： 

(1)本单位概况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2) 事故的简要经过； 

(3) 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 

(4)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以及事故控制情况； 

(5) 事故报告单位、报告人、报告时间及联系方式； 

(6)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3.2.3信息传递 

如有波及周边企业趋势，应由应急指挥部指示事故工厂中控室立即用电话将事故情况告知

周边企业，周边企业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和人员疏散。 

3.3 预警 

3.3.1信息收集与预测分析 

1、应急指挥部应通过以下途径，获取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1) 国家、地方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的预警信息；  

(2) 政府主管部门向公司应急指挥部告知的预报信息；   

(3) 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经风险评估得出的事件发展趋势报告。 

2、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事态开展必要的风险分析，预测事

故发生的概率（可能性）及后果，作出相应判断，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对

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危害。 

3、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事态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等发布的预警

（包括周边企业事故），应对事件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和专项预案。 

事故第一发现人 

控制室 

24 小时值班电

话：86621666 

通讯方式（PA 广

播、对讲机） 

石化区消防队：
86501119 

火警：    119 

治安报警：110 

急救电话：120 

 应急副总指挥 

应急监测组 

消防组 
技术支援组 

总务组 
治安后勤组 
通讯联络组 

现场指挥官 
医疗急救组 

 应急总指挥 

工程抢险组 

 

危机沟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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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预警信息发布 

1、基地生产安全事故预警实施分级发布。 

符合Ⅰ级预警级别的，按照上级应急预案要求由政府相关级别应急指挥部发布。 

符合Ⅱ级预警级别的，按照本预案要求由应急指挥部发布，同时上报政府主管部门和园区

安委办、应急办，并通报相邻厂。 

符合Ⅲ级预警级别的，按照公司应急预案要求由事发工厂发布，同时上报基地应急指挥

部，事态扩大时通报相邻厂。 

符合Ⅳ级预警级别的，按照公司应急预案要求由事发工厂部门发布，同时上报公司应急指

挥部，事态扩大时通报相邻厂。 

2、当事故的事态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趋势时，必须立即将情况报告发布上一级预警决

定级别的应急指挥部，由该应急指挥部确定提高预警级别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等级。 

3、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因素已经消失，由发布预警决定级别的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预

警。 

4、各级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将本级生产安全事故预警发布、调整和解除决定向上一级应急指

挥部报告。 

5、经应急指挥部授权后，危机沟通中心以新闻发言人、网络群发、广播等渠道进行，必要

时采取警报器或组织人员上门通知等方式传递预警信息。 

6、预警信息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名称、预警级别、预警区域或场所、预警起止时间、影响估

计及应对措施、公众自防自救措施、发布机关。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内容变更的，应当及时

发出变更信息。 

3.3.3预警解除 

应急终止后，由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部宣布预警解除。 

3.4 响应启动 

3.4.1应急响应原则 

(1) 应急成员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向应急总指挥和现场应急指挥报告，开展应急救援

行动。  

(2) 应急事故发生时，所在单位应首先立足于自救，做好初期处置工作，在应急总指挥的指

挥下，及时、准确地实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或控制次生灾害蔓延的紧急处理措施。 

(3) 现场应急指挥应迅速组织查清重点防范区及重点防范岗位的灾情，向应急总指挥汇报。 

(4) 现场应急指挥应及时组织实施预防余灾的紧急措施，对可能造成扩大灾情、次生灾害蔓

延、威胁人身安全的危险部位，以及可能成为恢复通讯、供水、供电、供风、供汽、供氮和交

通障碍的关键设施，应果断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排险和抢修。 

(5) 发生可燃、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时，应立即组织开展监测、警戒和人员疏散工作，当环境

有可能形成“空间爆炸”时，必须立即组织抢险人员撤离事故现场。当灾情可能威胁到周边居

民时，立即报告当地街道办事处和公安部门，并协助当地街道办事处和公安部门做好周边受影

响群众的疏散工作。 

(6) 如果灾情造成生产中断、生命线系统工程中断，如：供水、供电、供风系统中断等，或

发生多处大面积火灾，应在应急总指挥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实施全公司紧急停工、停产。 

(7) 现场应急指挥应迅速组织落实抢险人员，人员组成应根据抢险需要而定，配备各相关专

业人员，确保抢修力量充足、精干。必要时按中心的要求，全公司动员，并组织必要的抢险救

援队伍。各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做好应急抢修人员培训工作。 

(8) 其它应急响应原则见各相关应急程序。 

3.4.2应急响应程序  

基地一旦事故发生，应立即对事故进行初步评估。依据本预案 2.2 章节内容，结合事故现状

对以下内容进行初步评估，并按应急相应程序实施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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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初步评估内容 

(1) 事故发生点和事故性质（泄漏、火灾、爆炸）； 

(2) 介质状态及泄漏量； 

(3) 持续泄漏、火灾爆炸的可能性； 

(4) 按事故性质、危险特性、环境影响等确定对周边人员和设备设施是否构成危险； 

(5) 事故对公司和临近企业影响可能和范围； 

3.4.2.2 应急响应程序 

公司响应程序如图 3-3。 

 

图 3-3  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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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1 公司内部程序 

(1) 事故发生后，公司最早发现人员应立即通知附近同事，并立即向中控室报告，报告的内

容应包括发生的地点、事故性质、泄漏的化学品名称、大致的态势、人员伤亡等基本情况，同

时通过停泵、关阀等方法尽可能地一切办法切断事故源。 

(2) 中控室接到报告后，迅速通知现场总指挥下达按应急预案处理的指令，同时发出警报，

通知公司应急消防救援小组成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迅速成立后备团队。 

(3) 工厂应急总指挥到达现场后，并根据事故状态及危害程度，作出相应的应急决定，并命

令应急救援小组立即开展救援，并迅速查明发生源点泄漏部位、原因，凡能以切断电源、事故

源等处理措施而消除事故的，则应工厂内自救为主。如事故源不能自己控制，有扩大倾向，应

向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消防特勤二中队、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安监局、环保局、镇海区政府和

镇海海事处报告，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逐级启动应急预案，由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统一

部署指挥，组织区域内救援力量进行处理。 

(4) 公司应急消防组到达事故现场时，应穿戴好防护器具，首先查明有无中毒或伤害人员及

其确实人数，以最快速度使这些人员脱离危险区域；尽可能检测气体浓度确定危险区域范围，

关注现场的易燃易爆或有害气体浓度变化并告知指挥部决策；若发生火灾，则应开启消防喷

淋，对周围罐体、设备、管道进行降温冷却，同时使用泡沫进行扑救和控制化学品挥发；若发

生泄漏，则检查泄漏源、点，进行关、停、堵、封等措施进行控制；若发生爆炸，立即划定隔

离区域，并组织对周围危险物料的转移和清理，防止爆炸引起的财产损伤引起连锁反应，避免

大范围扩散。 

(5) 医疗急救组接到报警迅速成立穿戴 PPE 与准备相关器具进行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携带

担架、急救箱到达现场，对于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护，若伤势较重，在对伤员做初期处理后，

及时送临近医院抢救。 

(6) 其它各应急小组，直接获取现场总指挥的指令，并列出指令清单，采取行动。消防安

全、设备及专业技术人员到场后，协同发生事故部门查明判断事故危害程度，视能否控制作出

局部或全部停车并疏散人员的决定，若需要紧急停车的则按紧急停车程序进行。 

(7)应急总指挥根据下达抢修指令，迅速指派维修人员对损坏的设备、管道、建筑设施等抢

修，控制事故以防止事态扩大。 

(8) 治安后勤组打开公司大门，疏通门口交通，保持工厂进出通畅；负责外来访客与施工人

员的点名，并向后备团队负责人报告；控制一切非应急人员与车辆进入公司。 

(9) 总务组确保准确点名，报告给现场总指挥，保证所有人员在集合地点集中。如果有人受

伤或者失踪，马上报告给现场总指挥。另及时组织和提供抢险所需物资、防护用品和运输车辆

等，如本单位应急物资供应困难，指挥部应立即向友邻单位请求支援。 

(10) 通讯联络组及时将事故事态发展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并根据指挥部的命令通知

扩散区域的人员撤离或采取简单有效的保护措施。 

3.4.2.2.2 外部支援程序 

(1) 上一级政府部门预案启动，消防大队、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领导等到达现场后，公司所

有员工行动服从领导统一指挥。 

(2) 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专家到达现场后，应急监测

组成员应协助他们迅速查明泄漏和扩散情况以及发展事态，根据风向、风速、排污口海域流向

分布，判断扩散方向和速度，会同监测专家开展扩散区气、水采样快速监测，并及时汇报指挥

部，必要时根据扩散区域人员分布情况、动植物特征通知人群撤离或指导采取简易有效的应急

措施。 

(3) 在抢救过程中所产生的消防废水、事故性排放的废水都纳入污水应急处理系统，视情况

作回收、处理或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4) 确定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类别，然后尽可能查明原因，对采取针对性地技术措施清洁净

化消除污染。 

(5) 在事故得到控制后，立即成立事故专门处置小组，调查事故原因和落实防范措施及抢修

方案，并组织抢修，尽快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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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泄漏、火灾、爆炸、人身伤亡、停水停电、安全环保设施事故等紧急情况具体处理

措施，可参照公司岗位或其他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具体的应急处置措施详见附件 8. 

3.4.3 疏散与撤离 

当厂内发生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失的泄漏、火灾事故，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执行厂区

或厂区周边疏散计划。  

3.4.5厂区疏散计划 

(1) 疏散时机说明 

事故型态 说明 

泄漏和毒害 

厂内环氧乙烷、氰化氢、氨、环氧丙烷、甲醇、异丙苯等可燃/易燃性

液体泄漏，有引发危险的可能。由发现人通知值班长或其代理人发布撤

离警报。 

火灾（爆炸）事故 厂内发生火警事故，或厂外火灾有波及工厂的可能性。 

(2) 撤离警报信号 

预警：响 5秒-停 10 秒-重复 2 分钟 

撤离：持续响 2 分钟 

警报解除：广播通知 

(3) 集合地点 

共设 4 个集合点，分设 4号门停车场、8 号门、5号门，6 号门 人员也可继承留在安全房，

除非得到撤出安全房的指示。 

(4) 人员清点 

撤离计划执行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为人员的清点，以确认工厂员工实际状况并提供协助。 

撤离至安全房或留在安全房的人员，须在安全房读卡器上读卡。 

撤离至室外紧急集合点的人员不需在 2 号门、4号门的读卡器上读卡，需至集合点处的读卡

器上读卡或通过人工点名。基地疏散平面图如附件 9。 

正常工作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8：00-17：00）由各集合点负责人员将人数报告到应急总指

挥。 

非正常工作时间（即除每周一至周五 8：00-17：00） ，由 4 号门保安队长安排负责清点人

数后报 EA 值班长，由 EA 值班长再报告给应急总指挥。 

3.4.6厂区周边区域疏散 

(1) 厂区周边区域疏散判断 

应急总指挥通知周边临近区域疏散，采取行动时需考虑以下要点： 

⚫ 危害物质种类、状态  

⚫ 泄漏量及泄漏可能持续的时间、浓度。  

⚫ 危害物质当时的储存条件。  

⚫ 当时的风速、风向、温度等气象条件及可能扩散的情形。  

⚫ 可燃性/易燃性、毒性的影响区域。 

⚫ 可能受危害的人口分布。  

⚫ 应急资源及应急准备时间。  

⚫ 疏散所需的时间。  

⚫ 采取疏散的工具。  

(2) 疏散措施 

进行厂区周边区域疏散行动时，应由政府部门应急指挥主导，公司应急总指挥进行协助，

但公司应急总指挥应随时提供灾害发展情况，以作行动参考。  

(3) 注意事项 

疏散前应首先判断风向，原则上以往上风向处疏散，若气体泄漏源为上风处时，宜向风向

两侧的方向疏散。发生可燃气体泄漏时禁止使用无火星熄灭器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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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急处置 

3.5.1应急处置原则 

1、生产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应首先立足于自救，做好初期处置工作，控制事态发展，避免

事故升级；如确定为Ⅰ、Ⅱ事故，应启动本预案并在公司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及时、准确地

实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或控制次生灾害蔓延的紧急处理措施；指派专人负责引导外部援力量及

各专业队伍进入事故救援现场。 

2、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调集车辆和各专业救援小组迅速赶赴事故现

场。 

3、应急指挥部成员在接到应急报告后，应立即向应急指挥部报到，听从指挥，开展应急救

援行动。 

4、应急指挥部应迅速组织查清重点防范区及重点防范岗位的灾情，向园区安委办、应急办

汇报。 

5、发布公告、通告，疏散有关人员，尤其是周边企业人员。 

6、应急指挥部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对事故情况作出评估判断，提出应急救援方案和实施

办法。 

7、应急指挥部确定警戒区域和事故应急救援方案，及时向各专业救援队伍布置任务，组织

实施预防余灾的紧急措施。对可能造成扩大灾情、次生灾害蔓延、威胁人身安全的危险部位，

以及可能成为恢复通讯、供水、供电、供气（汽）和交通障碍的关键设施，应果断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排险和抢修。 

8、各专业救援单位到达现场后，应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按各自的分工展开处置和救援工

作。 

9、事故得到控制后，在开发区安监、环保部门指导下进行现场洗消工作。 

3.5.2 应急处置 

生产事故应急处置应做到统一指挥、协同配合、以快制快、果断处置；坚持优先抢救受害

人员，及时控制危险源点，停止相关作业，保护现场；坚持就地处置与转移处置相结合，单位

自救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坚持员工及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优先，防止事故扩展优先，保护环境

优先。  

应急处置详见附件 8：应急处置措施。 

3.6 应急支援 

事故发生后各职能部门应按应急职责进行应急支援。当事态无法控制情况下，应及时向外

部（救援）力量请求支援。可参考 3.4.2 执行。 

3.7 响应终止 

3.7.1 应急终止条件 

(1) 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2) 事故对环境指标的影响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 事故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 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 外部警报解除。 

3.7.2 应急终止程序 

(1) 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公司内事故发生区域的管理部门提出经应急指

挥部批准。 

(2) 相应级别的应急指挥部向各专业应急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 应急终止后，继续进行现场监测、洗消、恢复和评价工作，做好废弃物处理，直至其它

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进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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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案关闭的信息，应以电话、书面或其它有效方式，通知到参加应急救援的单位、机构

和人员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和周边企业。 

3.8 信息公开 

根据应急事件的性质与严重程度等情况，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公司应急总指挥决定是否

由危机沟通中心向园区或上级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由园区或上级部门发布新闻发布。其他人员

一律不得向外发布信息，信息报告应遵行以下原则： 

(1) 一般性的事故，主动配合新闻宣传部门； 

(2) 对于较复杂的事故，可分阶段报告，先简要报告基本事实； 

(3) 对于影响重大的事故，根据需要及时报告相关信息； 

(4) 对于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字的报告，应征求评估部门的意见。 

危机沟通中心还需根据诺力昂公司事故报告和危机管理程序将事故报告至危机管理部门。 

4 后期处置 

4.1 现场保护 

消防组负责灭火、抢险后事故现场保护，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等待事故调查人员取

证。 

4.2 污染物处理 

在事故过程中和抢救过程中所产生的事故性的排放废水，消防废水都纳入污水应急处理系

统。 

4.3 现场洗消 

根据灭火、抢险后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洗消去污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稀释，用水、清洁剂、清洗液稀释现场污染物料。 

2）处理，对应急行动工作人员使用过后衣服、工具、设备进行处理。当应急人员从现场撤

出时，他们的衣物或其它物品应集中储藏，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3）中和，中和一般不直接应用于人体，一般可用苏打粉、碳酸氢钠、醋、漂白剂等用于衣

服、设备和受污染环境的清洗。 

4）吸附，可用吸附剂吸收污染物，但吸附剂使用后要回收、处理。 

5）隔离，隔离需要全部隔离或把现场受污染环境全部围起来以免污染扩散，污染物质要待

以后处理。 

4.4 善后处置 

应急指挥部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伤亡救援人员、遇难人员补偿、亲属安置、征用物资

补偿，救援费用支付，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负责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安抚受害和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 

4.5 环境监测 

针对生产安全事故危害介质对人体造成的现实危害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应急指挥部应组织

部门或委托区环保局进行监测，提供处置建议，并对事故现场和周边环境进行跟踪监测，及时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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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保险理赔 

事故灾难发生后，由财务部联系保险机构开展相关的保险受理和赔付工作。 

4.7 事故调查 

1、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事故分级规定，确

定事故等级，接受和配合上级对事故的调查。 

2、应急响应和救援工作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应组织各有关应急小组和事发工厂组成事故调

查组,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制定防范措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防

止类似事故发生，并对全体职工进行安全教育。  

4.8 工作总结与评估 

HSE 部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记录、方案、文件等资料，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对应

急救援过程和应急救援保障等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并将事故调查总结

评估报告报石化区安监局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相应部门。 

5 应急保障 

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应急通信系统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对讲机及 PA 系统。基地内部人员联络方式及外部

联络方式详见附件 7。 

5.2 应急队伍保障 

1、加强基地各工厂作业人员、应急小组、保安人员、义务消防队员的技能培训，建设一支

人员精干、技术扎实、保障有力的应急队伍。 

2、加大对基地员工和周边企业员工应急法律法规和应急常识的宣传与培训，增强基层抗灾

自救能力。 

3、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确保应急期间的消防、医疗卫生、治安保卫和交通运输等应急

救援力量。 

4、外部救援力量 

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消防特勤二中队： 

有专业消防人员 60 人，配备各类消防车辆 15 辆，其中：水罐消防车 2 辆、高炮消防车 2

辆、化学洗消车 1 辆、分析检测车 1辆，接到报警后 3 分钟可到事故现场。 

5、医疗救护 

基地设医务室。已与镇海炼化医院签订医疗救助协议，为基地医疗服务开辟绿色通道。 

5.3 物资装备保障 

基地配备 4个安全房，正压空气足够人员呼吸 2 小时。 

基地各公司构成二级重大危险源，总员工 563 人，与 GB30077 对照属第二类危险化学品单

位。 

各公司应急装置、器材与 GB30077 标准要求对照见表 5-1，表 5-2。 

表 5-1  作业场所应急物资配置与 GB30077 标准要求对照表 

 

序号 器材名称 标准要求 实际配置 备注 



Confidential 
诺力昂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Nouryon Chemicals（Ningbo）Co., Ltd. 

 

 

EA CH PC2 
PA

（SC） 
DCP 

1 正压式空呼器 2套 12 8 4 6 8  

2 化学防护服 2套 14 8 5 10 6  

3 过滤式防毒面具 1个/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当班人数 

4 气体浓度检测仪 2台 24 27 1 7 2 便携式 

5 防爆手电筒 1个/人 5 5 3 10 4  

6 防爆对讲机 4台 1/人 1/人 1/人 1/人 20 现场每人配备 

7 急救箱或急救包 1包 1 1 1 1 2  

8 吸油棉 * 8 2 2 2  
根据实际配置,

标准不作规定 

注：、DCP、PC2在同一控制室内，EA、CH、PA（SC）控制室均在一幢建筑物内，可相互调剂。 

表 5-2  企业应急队伍应急物资配置与 GB30077 标准要求对照表 

序号 器材名称 标准要求 

实际配置 
最低

库存 
备注 

EA CH PC2 
PA

（SC） 
DCP 

1 头盔 1顶/人 
1/

人 

1/

人 

1/

人 
1/人 1/人  配备比 4：1 

2 
二级化学防护

服 
1套/10 10 4 5 8 5 50 至少配备 2套 

3 
一级化学防护

服 
* 4 4  2   

根据实际配置,

标准不作规定 

4 灭火防护服 1套/人 6 8 2 6 2  配备比 3：1 

5 防静电内衣 1套/人 
1/

人 

1/

人 

1/

人 
1/人 1/人  配备比 4：1 

6 防化手套 2副/人 5 5 5 5 1副/人 150  

7 防化靴 1双/人 
1双

/人 

1双

/人 

1双

/人 

1双/

人 
1双/人 36 配备比 4：1 

8 正压式空呼器 1具/人 12 8 4 6 8  配备比 5：1 

9 抢险救援车辆 1-2辆  1     应急电瓶车 

10 折叠式担架 1架 2 3 1 1 1 2  

11 救援三角架 1个 1 2 1 1    

12 
亚硝酸已戊酯

吸入剂（瓶） 
  40    160 急救箱 

13 
4-DMAP氰化氢

解毒剂（瓶） 
      20 急救箱 

14 心脏除颤器    1   1  

15 堵漏套件 *      1  

16 转输泵 1台      2  

17 救生绳 1根/人     2   

18 
手提式防爆探

照灯 
1个/人     1   

19 急救药箱 1个  1   1   

根据 GB30077 第 8.3款，除作业场所外的其它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

消防特勤二中队可在 5min 内到达现场，可作为本单位的应急救援物资。 

各工厂应急物资装备、数量、贮放位置详见附件 10。 

应急物资分布图详见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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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保障 

5.4.1财务保障 

公司财务年度计划内，应有安全费用安排计划，安全费用专款专用，并列出用于应急专项

费用，用于年度应急物资的购置、应急预案演习培训和应急状态时应急费用的提取，保证费用

能及时到位。应急处置结束后，各部门对应急处置费用进行如实核销。 

5.4.2技术保障 

依托基地专业技术人员，对技术力量较薄弱的专业，可外聘专家。 

5.4.3基本生活保障 

1、行政部提供灾时抢险救灾、受灾人员的饮食保障。 

2、行政部提供宾馆、临时帐蓬等住宿保障。 

5.4.4气象信息保障 

HSE 部应在公司局域网或手机群呼等方式公布或发布气象信息。 

5.4.5治安保障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保安人员做好现场治安保卫工作，防止偷盗和抢劫等治安事故发

生。有关人员应积极配合并协助保安人员做好事故现场治安保卫工作。 

6 应急预案管理 

6.1 应急预案培训 

1、HSE 部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培训工作。各工厂组织编制对各类专业应急人员、

企业员工的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2、培训内容 

a）如何识别风险； 

b）如何运作报警程序； 

c）主要危险物质火灾爆炸和泄漏控制措施； 

d）各种应急设备设施使用方法； 

e）防护用品的正确佩戴和使用； 

f）如何安全疏散； 

g）如何进行自救和互救； 

h）公司应急预案。 

3、培训方式 

培训的形式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班、上课、事

故案例讲座、广播、发放宣传资料以及利用墙报等，使教育培训形象生动。 

4、培训要求 

针对性：针对可能的生产安全事故情景及承担的的应急职责，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内容； 

周期性：培训的时间相对短，但有一定的周期，一般至少一年进行一次。 

定期性：定期进行技能培训； 

真实性；尽量贴近实际应急活动。 

5、培训总结 

HSE 部应组织编制应急培训总结并报应急指挥部，内容应包括： 

 a) 培训时间； 

 b) 培训内容； 

 c) 培训人员； 

 d) 培训效果； 

 e) 培训考核记录等。 

    f) 向周边企业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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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应急响应成员和普通员工的应急培训 

6.2 应急预案演练 

6.2.1 演练计划 

演练要根据现实情况举行。HSE 部负责组织制订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每年初下发经审定的

全年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各工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每月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6.2.2 演练方式 

1、疏散演习 

疏散演习应当定期举行。演习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撤离建筑，例如在发生火灾的情况，应当

演练中同时考虑风向的要求。 

2、工厂内部演习 

工厂内部的联合演习是必须的，通过演习可以测试现实情景下的应急反应，包括如何照顾

自身安全，如何使用通讯信号等。 

3、工厂和政府部门的联合演习 

通过通讯演练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合适的通讯及使用术语。演习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情况，

通讯演练以及公司应急小组与政府部门（如消防大队）的联合演练可以使明确事故发生时各自

的职责，全面考虑应急的细节等。 

6.2.3 演练方案 

各工厂负责做好演练策划工作，根据演练目的制订具体的演练方案，检查演练所需的器

材、工具，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参与演习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等。 

6.2.4演练总结与评估 

演练结束后应做好总结评估，总结内容应包括： 

a) 参加演练的单位、部门、人员和演练的地点； 

b) 起止时间； 

c) 演练项目和内容； 

d) 演练过程中的环境条件； 

e) 演练动用设备、物资； 

f) 演练效果； 

g) 持续改进的建议； 

h) 演练过程记录的文字、音像资料等。 

每次应急预案演练后，HSE 部应对演练情况进行评估，各部门应配合总结评估。评估发现

的问题，以及实际发生事故或应急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制订对策措施并对应急预案及时修

订完善。 

6.3 应急预案修订 

1、基地至少每 3 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评估，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 

a）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b）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c）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d）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e）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f）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g）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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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预案一经批准发布，应向当地安监部门备案。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

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等内容变更的，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

重新备案。 

6.5 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的制订主管部门为 HSE 部。 

本预案由 HSE 部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附件 1：企业概况 

附件 2：风险评估的结果 

附件 3：预案体系与衔接 

附件 4：应急物质装备的名录或清单 

附件 5：有关应急部门、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 

附件 6：格式化文本（通报辞） 

附件 7：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附件 8：应急处置措施 

附件 9： 有关协议或者备忘录 

附件 10：事故报告和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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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企业概况 

1.1 基本信息  

诺力昂宁波基地位于地址为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海天中路 1801 号，占地约 40 公顷，现有

员工 563 人（包括过氧化物工厂新增 120 人），基地内有乙烯胺工厂、螯合剂工厂、聚合物化

学工厂、特性助剂工厂、烷氧基化合物工厂、过氧化物工厂、基础设施，基地内的工厂统一由

诺力昂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行政组织架构图如图 2-1，诺力昂宁波基地内工厂布

局图如附件 1。 

 

 

 

 

 

 

 

 

 

 

 

 

 

 

 

 

 

 

 

 

 

 

 

 

 

图 2-1  基地行政组织架构图 

 

乙烯胺生产装置，产品方案：环氧乙烷 73000 吨/年（中间产品），乙二醇 5200 吨/年，乙

醇胺 96700吨/年（其中 40000 吨/年自用），乙烯基胺 35000吨/年。副产品二氧化碳 28000 吨/

年。 

螯合剂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46000m2，基础设施项目的总占地面积约 90000m2。该项目使用由

诺力昂公司自己研发的工艺用氰化物制取螯合剂及中间体。年产螯合剂中间体 2 万吨，螯合剂 6

万吨项目，其中用于生产螯合剂及其中间体的原料 HCN 和 NaCN 自行生产供应，HCN 的年生

产使用量为 1 万吨，30%NaCN 的年生产使用量为 6 万吨。 

特性助剂工厂占地面积 17500m2 （26.25亩），总投资 8850万美元，产品方案：纤维素

10000吨/年，产品种类有 EBM551FQ，M30，ME801X。 

烷氧基化合物工厂占地面积 11990m2 （26.25 亩），总投资 17998 万元，产品方案：有机胺

烷氧基化合物 11700 吨/年，油脂烷氧基化合物 2300 吨/年，醇烷氧基化合物 400 吨/年。 

聚合物化学工厂占地约 180 亩，总投资约 1800万欧元，产品方案： Px14中间产品产物 

Px14-int 2350 吨/年，固体产品 Px14S  2350 吨/年， Tx101 2500 吨/年，TxC、TxT、Tx21S、

Tx42S、Tx301 2500 吨/年。 

特性助剂

工厂 

基地 

总监 

HSE&S  

（健康安全环保安保） 

行政（Admin） 

财务控制(Finance) 

人力资源（HR） 

 

持续改进（CIM） 

烷氧基化

合物工厂 

乙烯胺工厂 支持部门 聚合物工

厂 

采购（Purchasing） 

工艺&分析(PQC) 

维修（Maintenance） 

螯合剂工

厂 

过氧化物

工厂 

物流部（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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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物工厂占地面积 78540 m2，本期用地面积 40000 m2，总投资 4500 万欧元，产品方

案：年产 5万吨过氧化物，一期（已建成）年产 2.5 万吨 DCP、1.1 万吨 CHP 和 1000 吨 CA，

二期年产 1.3 万吨 DCP。 

 

1.2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诺力昂宁波基地位于宁波市化工区镇海蟹浦镇岚山水库东侧，东临灰鳖洋，地处化工区中

部的岚山片。厂区西面隔海天中路为镇海炼化的后备消防水源——岚山水库，西南角为林德气

体和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消防特勤二中队，南面为规划的大片防护绿地，东面为空地，东北面

为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原禾元化学）。详如附件 2、3。 

 

(1) 周边单位情况一览表 

单位名称 主要产品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与宁波基地边界实际间距 

岚山水库 / / 150m以上 

林德气体 氧气、氮气、氩气 火灾、爆炸 120m以上 

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消

防特勤二中队 
/  140m以上 

宁波中金石化 芳烃 火灾、爆炸 1000m以上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 

环氧乙烷、乙二

醇、丙烯、乙烯、

甲醇 

火灾、爆炸 100m 

国家原油储备库 原油 火灾、爆炸 2000m以上 

镇海炼化 炼化产品 火灾、爆炸 5000m以上 

江山化工 顺酐 火灾、爆炸 1300m以上 

居住区 / / 1300m以上 

 

(2) 所在地区主要居住地 

序号 名称 
相对项目 

的方位 

相对项目 

的距离（km） 
主要特征 

1 金岙村 西 约 3.7 
属于慈溪龙山镇，包括金夹岙、大外墙、大岙

等自然村，人口约 1965 人。 

2 
澥浦镇居

住区 
西南 约 2.7 

作为澥浦区块的生活区，规划人口约 1.5 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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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风险评估的结果 

2.1 主要原辅料及产品 

宁波基地内各工厂涉及到的主要原辅料及产品有易燃性气体、毒性气体、易燃液体、氧化

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毒性物质和腐蚀性物质等；主要原辅料及产品的危险特性见表 2-1。 

 

表 2-1   危险特性 

序号 危害性 
物质 

名称 

危险性类别 

（GB 6944-86） 
闪点℃ 

爆炸下、上

限(％V/V) 

火灾危险性类别

GB 50160-2008 
储量（t） 

1 
高毒 

剧毒 

氰化氢 第 6.1项毒害品 -17.8 5.6～40.0 甲类 10 

2 氰化钠 第 6.1项毒害品 无意义 无意义 / 520 

3 

易燃 

液氨 
第 2.3类有毒气体 

易燃 
无意义 15.7～27.4 乙类 280 

4 甲烷/LNG 第 2.1类易燃气体 -188 5.3～15.0 甲类  

5 环氧乙烷 第 2.1类易燃气体 <-17.8 3.0～100.0 甲类 500 

6 乙烯 第 2.1类易燃气体 无意义 2.7～36 甲类 5 

7 氢气 第 2.1类易燃气体 无意义 4.1～74.1 甲类 0.05 

8 氯乙烷 第 2.1类易燃气体 -43 3.6-14.8 甲类 75 

9 

氧化性 

叔丁基过

氧化物 

第 5.2 类有机过

氧化物 
26.7 无资料 甲类 120 

10 70%双氧水 第 5.1类氧化剂 无意义 无意义 乙类 74 

11 

异丙苯过

氧化氢

（CHP） 

第 5.2 类有机过

氧化物 
56 无资料 甲类 300 

12 

过氧化二

异丙苯

（DCP） 

第 5.2 类有机过

氧化物 
113-116 无资料 甲类 1200 

13 

易燃 

叔丁醇 
第 3.2类中闪点易

燃液体 
11 2.3～8.0 甲类 60 

14 环氧丙烷 
第 3.1类低闪点易

燃液体 
-37 2.8～37 甲类 21 

15 异丙苯 
第 3.3类高闪点易

燃液体 
31 0.8～6 乙类 774 

16 甲醇 
第 3.2类中闪点易

燃液体 
11 5.5～44 甲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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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毒 氯甲烷 第 2.3类有毒气体 -50 7.0-19.0 甲类 75 

18 
可燃液

体 
苯异丙醇 - 92 无资料 丙类 30 

 

基地内的其它物料汇总表如 2-2，其理化特性如附件 4（另装订成册）。 

表 2-2    物料汇总表 

序号 物料名称 附表编号（附件 4 中的附表） 

1 甲烷/LNG 4-1 

2 液氨 4-2 

3 氧 4-3 

4 氢氧化钠 4-4 

5 硫酸 4-5 

6 氰化氢 4-6 

7 氰化钠 4-7 

8 乙二胺 4-8 

9 二乙烯三胺 4-9 

10 甲醛 4-10 

11 二氧化硫 4-11 

12 磷酸 4-12 

13 氢气 4-13 

14 硫酸铵 4-14 

15 环氧乙烷 4-15 

16 Px14 4-16 

17 Tx101 4-17 

18 过氧化氢叔丁基 4-18 

19 过氧化氢 4-19 

20 叔丁醇 4-20 

21 4-异丁烯  4-21 

22 乙二醇 4-22 

23 醋酸 4-23 

24 氮气 4-24 

25 乙二醛（40%）   4-25 

26 TxC 4-26 

27 TxT 4-27 

28 Tx21S 4-28 

29 Tx42S 4-29 

30 Tx301 4-30 

31 甲乙酮 4-31 

32 苯甲酰氯 4-32 

33 环氧丙烷 4-33 

34 氢氧化钾 4-34 

35 氯乙烷 4-35 

36 异丙苯 4-36 

37 异丙苯过氧化氢 4-37 

38 过氧化二异丙苯 4-38 

39 甲醇 4-39 



Confidential 
诺力昂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Nouryon Chemicals（Ningbo）Co., Ltd. 

 

 

2.2 生产工艺 

基地内工厂涉及到的危险化工工艺有氧化工艺、过氧化工艺、胺基化工艺、烷基化工艺

等，各工厂使用到的危险工艺见表 2-3，具体的危险工艺流程见附件 5。 

表 2-3    危险工艺分布 

工厂 生产装置 涉及到的危险工艺 

螯合剂工厂 氰化氢装置 氧化工艺 

乙烯胺工厂 
环氧乙烷装置 氧化工艺 

乙烯胺装置 胺基化工艺 

特性助剂工厂 工艺装置 烷基化工艺 

烷氧基化合物工厂 工艺装置 烷基化工艺 

聚合物化学工厂 MPP/Px14 过氧化工艺 

过氧化物工厂 工艺装置 过氧化工艺 

 

2.2.1 胺基化工艺 

胺化是在分子中引入胺基（R2N-）的反应，包括 R-CH3 烃类化合物（R：氢、烷基、芳

基）在催化剂存在下，与氨和空气的混合物进行高温氧化反应，生成腈类等化合物的反应。涉

及上述反应的工艺过程为胺基化工艺。 工艺特点是：  

（1）反应介质具有燃爆危险性； 

（2）在常压下 20℃时，氨气的爆炸极限为 15%—27%，随着温度、压力的升高，爆炸极限

的范围增大。因此，在一定的温度、压力和催化剂的作用下，氨的氧化反应放出大量热，一旦

氨气与空气比失调，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 

（3）由于氨呈碱性，具有强腐蚀性，在混有少量水分或湿气的情况下无论是气态或液态氨

都会与铜、银、锡、锌及其合金发生化学作用； 

（4）氨易与氧化银或氧化汞反应生成爆炸性化合物（雷酸盐）。 

2.2.2氧化工艺 

氧化为有电子转移的化学反应中失电子的过程，即氧化数升高的过程。多数有机化合物的

氧化反应表现为反应原料得到氧或失去氢。涉及氧化反应的工艺过程为氧化工艺。常用的氧化

剂有：空气、氧气、双氧水、氯酸钾、高锰酸钾、硝酸盐等。 工艺特点：  

（1）反应原料及产品具有燃爆危险性； 

（2）反应气相组成容易达到爆炸极限，具有闪爆危险； 

（3）部分氧化剂具有燃爆危险性，如氯酸钾，高锰酸钾、铬酸酐等都属于氧化剂，如遇高

温或受撞击、摩擦以及与有机物、酸类接触，皆能引起火灾爆炸； 

（4）产物中易生成过氧化物，化学稳定性差，受高温、摩擦或撞击作用易分解、燃烧或爆

炸。  

2.2.3烷基化工艺 

把烷基引入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碳、氮、氧等原子上的反应称为烷基化反应。涉及烷基化

反应的工艺过程为烷基化工艺，可分为 C-烷基化反应、 N-烷基化反应、 O-烷基化反应等。工

艺特点： 

（1）反应介质具有燃爆危险性； 

（2）烷基化催化剂具有自燃危险性，遇水剧烈反应，放出大量热量，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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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烷基化反应都是在加热条件下进行，原料、催化剂、烷基化剂等加料次序颠倒、加料

速度过快或者搅拌中断停止等异常现象容易引起局部剧烈反应，造成跑料，引发火灾或爆炸事

故。 

2.2.4 过氧化工艺 

过氧化工艺是向有机化合物分子中引入过氧基（-O-O-）的反应称为过氧化反应，得到的产

物为过氧化物的工艺过程为过氧化工艺。  

其工艺特点是：  

（1）过氧化物都含有过氧基（-O-O-），属含能物质，由于过氧键结合力弱，断裂时所需

的能量不大，对热、振动、冲击或摩擦等都极为敏感，极易分解甚至爆炸； 

（2）过氧化物与有机物、纤维接触时易发生氧化、产生火灾； 

（3）反应气相组成容易达到爆炸极限，具有燃爆危险。 

2.3 危险工艺流程 

2.3.1 过氧化工艺 

2.3.1.1 聚合物工厂 

（1）Px14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4  Px14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Px14 二-（叔丁基过氧化异丙基）苯是一种固态的有机过氧化物，是用 2-异丙苯醇

（Diol）、叔丁基过氧化氢（TBHP）为原料，在硫酸催化剂的作用下反应生成。 

反应器为夹套式搅拌反应釜，以确保反应物混合均匀，用循环的热水或冷水经反应釜夹套

加热或冷却反应物料，并安装温度及液位指示监控反应过程。 

 

 

 

反应

分离

水、碱洗

干燥

废气

原料：2-异丙苯醇

叔丁基过氧化氢

废气
催化剂

硫酸

废气

产品
Px14-int

产品Px14S

回收

废水

洗涤

焚烧

尾气排入大气

废水

水

废气

废气

水
碱液

异壬酸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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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x101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5  Tx101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Tx101( 2,5-二甲基-2,5-双-（叔丁基过氧化）己烷)的生产需要二甲基己二醇、过氧化氢、硫

酸和叔丁醇四种原料，Tx101 的生产在夹套式搅拌反应釜中进行，在第一个反应器中，二甲基

己二醇和过氧化氢在硫酸催化作用下生成 2,5 二甲基-2,5 二过氧基己烷。从分离器取出的 2,5 二

甲基-2,5 二过氧基己烷湿滤饼再用水洗涤表面吸附的母液，然后被送入第二个反应器，在硫酸

的催化作用下，2,5 二甲基-2,5 二过氧基己烷与叔丁醇反应生成 Tx101( 2,5-二甲基-2,5-双-（叔丁

基过氧化）己烷)。 

 

 

 

 

 

 

 

 

 

 

 

 

（3）TxC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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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6  TxC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以叔丁基过氧化氢、苯甲酰氯为原料在碱性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TxC，再经分离、洗涤后得

到产品。 

（4）TxT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7  TxT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以叔丁基过氧化氢、苯异丙醇为原料在酸性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TxT，再经分离、洗涤后得到

产品。 

 

 

 

 

 

 

 

（5）Tx21S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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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8  Tx21S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以叔丁基过氧化氢（TBHP）、2-乙基己酰氯（EHCL）为原料在碱性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Tx21S，再经分离、洗涤后得到产品。 

（6）Tx42S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9  Tx42S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以叔丁基过氧化氢（TBHP）、异壬酰氯为原料在碱性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Tx42S，再经分

离、洗涤后得到产品。 

 

 

 

 

 

 

（7）Tx301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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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 

                                                    

 

 

 

 
                                                  废水 W2：30150   

 

 
硫酸钠 150                               废盐 

  
 

 

异构烷烃溶剂 2950 

 
 

 
产品 Tx301 5000 

 

附图 2-10  Tx301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以甲乙酮、过氧化氢为原料在酸性的条件下反应生成 Tx301，再经分离、洗涤后得到产品。 

2.3.1.2 过氧化物工厂 

DCP 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11     DCP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工艺流程描述 

废水 W1:5345 

废

气 

水 280 

废气 

废气 

产品

回收 

废气 

水 4380 

氯化钠

2050 
水

27000 

浓硫酸 1240 

双氧水 1130 

甲乙酮 1800 

过氧化反应 

静置分层 

洗涤分层 

盐洗过滤 

混配 

回收 废水 W3：

481.5 

废气 G5：甲乙酮 3 

Tx301 0.3 

异构烷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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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浓缩：采用异丙苯（CM）作原料，控制一定温度和压力，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先后经 1-

4 氧化塔与空气连续氧化生成异丙苯过氧化氢（CHP）。经分离将带催化剂的溶液分出回用。异丙苯

过氧化氢将按量连续经闪蒸罐，CHP-70汽提塔、CHP-80汽提塔，将异丙苯过氧化氢浓缩至 80%送贮

罐内待用或进一步浓缩至 90%作产品出售。 

CA 合成：用 CHP加还原剂硫化钠在异丙苯醇（CA）反应器中控制一定温度，还原反应生成 CA

后分出废液，再将 CA按配比加入 CHP，在密封合成反应器内反应生成过氧化二异丙苯（DCP），经

分离分出废液后，将 DCP粗品送贮罐或送结晶进一步加工成最终产品。 

2.3.2 氧化工艺 

2.3.2.1 乙烯胺工厂 

（1）环氧乙烷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2-12 环氧乙烷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环氧乙烷工艺流程描述 

原料乙烯首先经过装有硫保护催化剂的脱硫床脱硫，然后与氧气、微量的氯乙烷（辅助原

料：活性抑制剂）和少量的甲烷（辅助原料：致稳剂，以稀释 C2H4 和 O2 浓度，使工作浓度稀

释至爆炸极限以下，另一方面甲烷热容较大，对于放热反应，它是良好的撤热介质。）送入一

台冷却的气相反应器，流经一种催化剂（银载在氧化铝载体上），在反应器中乙烯被转化为环

氧乙烷，二氧化碳和水为副产品。反应为放热反应，热量由反应器壳侧的沸水移出，副产蒸汽

供乙二醇反应及脱水工段使用。气态环氧乙烷在洗涤塔用水吸收成环氧乙烷水溶液，然后送入

精馏系统。 

2.3.2.2 螯合剂工厂 

（1）氰化氢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二氧化碳 

分离 

乙醇 

反应器 

乙醇 

分离 

单乙二醇 

储罐 

环氧乙烷 

解析提纯 

精制 

环氧乙烷 

反应器 

反应气吸 

收系统 

乙烯 

重醇 

储罐 

环氧乙烷 

储罐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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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馏

硫铵溶液

液氨

Air空气

天然气

硫酸

HCN储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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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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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精馏
25%氨水

溶液

 

附图 5-10 氰化氢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氰化氢生产工艺流程描述 

原料液氨经过蒸发装置后进入混合气体反应器与空气、天然气进行反应，反应后经过氨吸

收装置将过量的氨进行回收，其它物料进入氰化氢吸收塔，产出氰化氢溶液，再经过氰化氢精

馏塔后得到 99%的氰化氢。 

2.3.3 胺基化反应 

2.3.3.1 乙烯胺工厂 

（1）乙烯胺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5-11 乙烯胺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乙烯胺工艺流程描述 

乙烯胺反应的原料是纯氨和单乙醇胺(MEA)。氢气用作辅助原料（保证催化剂的活性）。氨

经管道来自于乙醇胺反应器所使用的同一个氨贮槽。单乙醇胺经管道来自于乙醇胺贮存区的单

乙醇胺贮槽。氢气经管道来自于相邻的林德气体，反应在两台高温、高压反应器的液相中完

成。反应器内装有固体催化剂颗粒。离开反应器的混合物中含有乙醇胺和未反应的过量氨

（NH3）。回收这部分过量的氨并循环回反应器系统。在反应器中单乙醇胺和过量的氨反应转

化成各种乙烯胺的混合物。 

 

2.3.4 烷基化反应 

2.3.4.1 特性助剂工厂 

 

单乙醇胺 

乙醇胺 

反应器 

分离 

精制 

氨 

回

收 

环氧乙烷 

氨 

重胺  

乙烯胺反

应器 
氨回收 

分

离 

精

制 

水分

离 

氨 氢气 

二乙醇胺储

存 

重醇胺储存 

单乙醇胺储存 

焚烧炉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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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性助剂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附图 5-12 特性助剂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2）特性助剂工艺流程描述 

纤维素以大包或卷捆的方式运到现场。纤维素粉碎后送到称量斗储存，然后装入反应器。

在碱存在下，纤维素与环氧乙烷、氯甲烷和氯乙烷在反应器中反应，生成产品。该系统由一台

25m3 的蒸汽夹套式反应器和二台配套冷凝器组成。反应器设计压力为-0.1~2.8Mpa, 温度 150，

反应后的粗产品经过热水洗涤除去副产物（盐和乙二醇）而得到净化。洗涤后的产品在两台干

燥机内脱水，再经干燥和粉碎，最后送到仓储，产品经过最终的混合后，以 15kg,20kg 小袋或大

袋包装。 

 

2.3.4.2 烷氧基化合物工厂 

（1）烷氧基化合物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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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13 烷氧基化合物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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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烷氧基化合物工艺流程描述 

将含活泼氢的原料 A 等天然原料泵入反应釜，经蒸汽加热至 120～170℃后，然后开启真空

泵将釜内气体抽除，待压力降至反应压力后关闭真空泵。然后开始慢慢加入少量的环氧乙烷，

让反应开始引发起来；再根据反应的速度逐渐加入环氧乙烷。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烷氧基反

应，反应温度 150～180℃、压力 1.5MPa，反应热由强制循环换热器移除整个聚合反应持续时间

约 5 小时。 

 

2.4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通过综合分析工艺过程、设备和设施的具体情况、人员及管理因素后，可以判断出基地各

工厂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火灾、爆炸、泄露、中毒等危害。 

基地内许多设备如反应器、换热器、环氧乙烷球罐等属于压力容器，工艺介质的许多输送

管道属于压力管道，废热锅炉属于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可能因高应力破

坏造成工作压力下爆裂；超压操作发生超压爆炸；容器内不正常化学反应引起化学爆炸；受加

压、卸压交变载荷引起的疲劳爆裂；长期高温操作条件下材料缓慢塑性变形引起的蠕变爆裂；

受腐蚀产生的腐蚀爆裂；设备管道的爆裂和物理性爆炸会引发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料的泄漏

而产生火灾、爆炸事故。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见表 2-4. 

2-4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表 

等级分类 

灾害形式 
危害性物质 地点 

有毒性 

物质泄漏 

氰化氢、氰化钠、环

氧乙烷 
氰化氢、螯合剂及环氧乙烷生产装置 

可燃性 

物质泄漏起

火 

乙烯胺、乙二醇、甲

乙酮、叔丁基过氧化

氢、叔丁醇 

乙烯胺生产装置：产品贮罐和装车、柴油储罐 

过氧化物生产装置：叔丁基过氧化氢储罐、叔丁醇储罐、

MPP 装置、Tx101 装置、副产物汽提装置；PA 工艺装置 

易燃易爆性 

物质泄漏起

火爆炸 

环氧乙烷、氰化氢、

乙 烯 、 天 然 气

/LNG 、 甲 烷 、 氢

气、氨、叔丁基过氧

化氢、氯乙烷、环氧

丙烷、异丙苯、甲

醇、异丙苯过氧化氢

等过氧化物等 

环氧乙烷生产装置：反应器、纯化器、贮罐区、装料区、

应急池， 

乙烯胺生产装置：反应区，螯合剂生产装置：反应区， 

氰化氢生产装置：反应器，贮罐区，氨贮罐和卸车区 

过氧化物生产装置：热力焚烧炉(天然气)，储罐，Px 装

置， MPP 装置 

PA 装置：烷氧基化合物射流混合反应器、PO储罐 

异丙苯过氧化氢等过氧化物生产装置：氧化塔、热力焚烧

炉(天然气)，储罐等 

台风 全厂 全厂 

地震 全厂 全厂 

 

2.5 周边企业对基地危险性分析 

周边企业对基地主要危险来自富德能源，富德能源涉及的易燃气体有甲烷、乙烯、丙烯、

乙烷、丙烷、正丁烷、2-丁烯、液化气、环氧乙烷、氢气，涉及的有毒气体：液氨、液氯。根

据模拟结果，若单个 500 m3环氧乙烷贮槽泄漏 20％EO，发生蒸气云爆炸，死亡半径可达

53.1m，重伤半径 132.6m，若单个环氧乙烷贮槽泄漏量大于 20％或多个环氧乙烷贮槽泄漏发生

蒸气云爆炸，爆炸冲击波或有毒气体扩散且火灾烟气处于上风向，势必影响基地，特别是影响

相距 100m 的聚合物化学工厂和过氧化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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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重大危险源汇总 

根据辨识结果可知，诺力昂宁波基地内的工厂都已构成了重大了危险源，各工厂重大危险

源辨识结果和分级结论如表 5-5。 

表 2-5   重大危险源辨识和分级 

工厂 生产单元 重大危险源级别 

生产单元 

螯合剂工厂 
螯合剂生产装置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HCN生产装置 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纤维素衍生物工厂 纤维素生产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烷氧基化合物装置 烷氧基化合物生产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乙烯胺工厂 
EA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EO装置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聚合物工厂 
MPP 装置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PX14装置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过氧化物工厂 

氧化装置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合成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初结晶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再结晶装置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储存单元 

螯合剂工厂 螯合剂罐区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纤维素衍生物工厂 原料储存罐区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乙烯胺工厂 

EA罐区 二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EO罐区 一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PO罐区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聚合物工厂 

原料储存罐区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高氯酸钠仓库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1号仓库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2号仓库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新 DCP成品仓库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零下 25度冷库储存仓库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过氧化物工厂 

原料储罐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2A中间储罐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3A罐区 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3B罐区 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DCP产品老仓库 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诺力昂宁波基地重大危险源按一级重大危险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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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事故影响范围 

表 2-6     事故影响范围 

工厂名称 装置或储罐 事故类型 泄漏量 死亡半径（m） 

螯合剂工厂 20m
3
氰化氢储罐 

蒸气云爆炸 10%泄漏 10.3 

有毒气体扩散 10%泄漏 117 

乙烯胺工厂 
90m

3
的液氨储罐 有毒气体扩散 10%泄漏 96.2 

30m
3
PO储罐 池火灾 缓慢泄漏 9.1 

聚合物化学工厂 80m
3
叔丁醇储罐 池火灾 缓慢泄漏 4.5 

特性助剂工厂 75m
3
氯甲烷储罐 闪火 容器中孔泄漏 118 

基础设施 / / / / 

烷氧基化合物工厂 16m
3
聚合釜 蒸气云爆炸 100% EO 泄漏 20.4 

过氧化物工厂 42m
3
甲醇储罐 池火灾 缓慢泄漏 1.3 

 

2.8 危险目标 

 

表 2-7     危险目标 

危险目标 工厂名称 主要危险物质 事故类型 

危险目标 1 EA反应区 环氧乙烷、氨、乙醇胺、乙烯胺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2 EA罐区 液氨、液化天然气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3 EO反应区 乙烯、环氧乙烷、甲烷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4 EO罐区 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5 LNG罐区 LNG 火灾爆炸 

危险目标 6 CH反应区 氰化氢、甲醛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7 CH罐区 氰化钠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8 HCN反应和罐区 氨、天然气、氰化氢、氰化钠、甲醛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9 PA生产装置 环氧乙烷、氯甲烷、氯乙烷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0 SC生产装置 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冰醋酸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1 PC2罐区 
过氧化氢（70%）、叔丁醇、叔丁基过氧

化氢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2 MPP反应区 

过氧化氢（70%）、叔丁醇、甲乙酮、

Tx101 、 TxC 、 TxT、 Tx21S、 Tx42S、

Tx301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3 PX14反应区 Px14、叔丁基过氧化氢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4 氧化、合成区 甲醇、异丙苯、CHP等 火灾爆炸、中毒 

危险目标 15 
甲醇和异丙苯罐

区 
甲醇、异丙苯 火灾爆炸、中毒 

 

主要危险目标分布图见附件 7：危险目标分布图。 

 

附件 3：预案体系与衔接 

应急预案体系包括诺力昂宁波基地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和基地内共性的气象灾害、

反恐、食物中毒、特种设备等专项应急预案，另外包括基地内各工厂的生产安全事故综合预

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如表 1-1。 

本预案衔接的上一级预案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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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应急预案汇总表 

 

 

单位 综合预案 专项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公司级 

诺力昂化学

品(宁波)有

限公司生产

安全事故综

合预案 

气象灾害事故专项应急

预案； 

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

预案； 

停电事故应急预案。 

/ 

螯合剂工厂   / 

BLOCK3&4爆炸应急处置流程 

BLOCK3&4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BLOCK6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BLOCK8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CPU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EDA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GLDN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H2O2泄漏、中毒及分解应急处置流程 

H2SO4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HCN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NaCN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NaOH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NH3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SO2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螯合剂罐区紧急应急处置流程 

氮气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天然气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99.5%NH3泄漏与中毒应急处置流程 

环境应急监测应急处置流程 

螯合剂工厂停电应急处置流程 

仓库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运输仓储应急响应处置流程 

PA白水厌氧预处理单元 H2S泄漏应急预案 

公司生产安全综合应

急预案 

 

特性助剂

工厂现场

处置方案 

乙烯胺

工厂现

场处置

方案 

聚合物

化学工

厂现场

处置方

案 

 

螯合剂

工厂现

场处置

方案 

烷氧基

化合物

工厂现

场处置

方案 

公司专项应急预案 

过氧化

物工厂

现场处

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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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胺工厂   / 

R-2210/R-2211异常现象现场处置流程 

乙烯胺装置 NH3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管廊中 EO向 PA装置送 EO的管线发生泄漏

应急处置流程 

在将 EO装入槽车过程中发 EO泄漏应急处置

流程 

EO储罐区发生 EO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乙烯管线发生泄漏并引起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G-1210-1机封发生氨泄漏并引发火灾应急

处置流程 

R-3520 EO泄露引发罐体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油卸车时发生泄漏并引发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G-1120至 F-1230管线发生泄漏应急处置流

程 

乙烯胺装置 H2压缩机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软管破裂应急响应流程 

甲烷管线发生泄漏并引起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天然气管线发生泄漏并引起火灾应急处置流

程 

氧气管线发生泄漏并引起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X-1111硫酸系统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F-9150烧碱 IBC桶出口管线发生泄漏应急

处置流程 

EO装置系统黑屏时应急响应流程 

人员接触 EO后的应急响应流程 

MCC发生火灾时应急响应流程 

D-2220异常现象现场处置流程 

EDA装车时，槽车法兰连接处发生泄漏应急

处置流程 

界区外甲烷管线泄漏发生火灾应急响应流程 

界区外乙烯管线泄漏发生火灾应急响应流程 

当危险废物贮存区发生化学品泄露或火灾时

应急响应流程 

当消防系统维修期间装置区发生化学品泄露

和火灾时应急响应流程 

当液氨槽车卸料时，发生氨泄漏应急处置流

程 

乙烯胺产品运输应急流程 

F-2720异常现象现场处置流程 

工厂对讲机系统瘫痪的应急响应流程 

中控实验室报警系统报警应急响应流程 

中控实验室化学品泄露应急响应流程 

中控实验室火灾应急流程 

停水应急响应流程 

盐酸储罐 F-M9428发生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当堆放发生化学品泄漏或火灾应急响应流程  
LNG站发生泄漏并引发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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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助剂工厂   / 

PA ECMC卸料泄漏应急处置卡 

PA MC、EC罐区火灾爆炸应急处置 

PA N9501到 M9503火灾 

PA NaOH卸料泄漏应急处置卡 

PA 停电应急处置卡 

PA 反应釜 EOECMC泄漏 

PA 纤维素碾磨机系统火灾应急处置 

PA乙二醛泄露应急处置 

PA乙酸泄露应急处置 

PA反应、回收区火灾爆炸应急处置 

PA回收系统 EC泄漏应急处置卡 

PA天然气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PA工厂包装区粉尘火灾爆炸应急处置 

PA工厂蒸汽泄漏和烫伤处置 

PA干燥研磨区火灾爆炸应急处置流程 

PA环形干燥器火灾 

PA管廊架 EO泄漏应急处置 

PA纤维素研磨区火灾爆炸应急处置 

PA DCS黑屏紧急操作程序 

烷氧基化合物工

厂 
  / 

SC EO泄漏中毒应急处置 

SC EO管廊架泄漏应急处置 

SC 反应器 EO加压泵泄漏应急处置 

SC反应釜 EO泄漏应急处置 

SC工厂罐区泄漏应急处置 

SC工厂装车泄漏应急处置 

SC胺类原料卸料泄漏应急处置 

SC醇类原料卸料泄漏应急处置 

SC 公用工程紧急 SOP 

SC 冷却系统失效应急处置 

SC 蓖麻油原料卸料泄露应急处置 

SC PO泄露中毒应急处置 

SC PO加压泵泄露应急处置 

SC PO管廊架泄露应急处置 

SC 反应器 PO泄露应急处置 

聚合物化学工厂   / 

H2SO4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NaOH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TBA泄漏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H2O2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TBHP泄漏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仓库有机过氧化物泄漏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PC2 装置火灾应急处置流程 

T-1050废水泄漏应急处置方案 

T-1051硫酸泄漏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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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工厂   / 

PC3 氧化装置紧急停车应急处置流程 

PC3 CA反应装置紧急停车应急处置流程 

PC3 CA反应装置硫化钠泄露应急处置流程 

PC3 合成反应装置紧急停车应急处置流程 

PC3 母液回收装置紧急停车应急处置流程 

PC3 罐区 1 CM泄露着火应急处置流程 

PC3 罐区 1  T1002甲醇槽管线泄露应急处

置流程 

PC3 4000区 Decone装置紧急停车应急处置

流程 

生产装置酰氯泄漏应急处置流程 

生产区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处置流程 

危险废物贮存区事故专项应急处置流程 

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处置流程 

冷箱异常专项应急处置流程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流程 

DCP停电紧急响应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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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应急物质装备的名录或清单 

诺力昂宁波基地应急救援器材统计表 

EA-表示乙烯胺工厂,SU-表示基础设施服务单元,CH-表示螯合剂工厂,PC--表示聚合物/过氧化物工厂 

类型名称 型号、规格 
EA SU CH PC 合

计 
数

量 
存放位置 

数

量 
存放位置 

数

量 
存放位置 

数

量 

存放位

置 

A.防护器具           

全罩式防毒面罩 
MSA Adantage3100 

(防氨、HCN) 
8 EA-DCS 应急房 

1

0 
基地仓库 8 

CH-DCS 应急

房 
  26 

长管式呼吸器 MSA9920045 2 装置现场集装箱  
装置现场集装

箱 
2 

CH-DCS 应急

房 
  4 

A 级防护衣 MSA 9910167   6 

EA-ＤＣＳ室２

套，装卸站１套，焚烧

炉仓库２套 

  5 

CH-DCS 应急

房（内置及外置

各２套） 

  11 

C 级防护衣 MSA CPS400   ２ EA-DCS 应急房 
5

0 
基地仓库 4 

CH-DCS 应急

房 
5 

PC-DCS

应急房 
61 

防化靴 
NORTH SERVUS XTP 

75109 

1

0 
EA-DCS 应急房 

3

6 
基地仓库 4 

CH-DCS 应急

房 
   46 

B.侦测器材           

携带式氧气侦测

器 
德尔格 Pac 7000 6 EA-DCS 应急房    2 

CH-DCS 应急

房 
   8 

携带式 HCN 侦测

器 

Industrial 

scientific GasBadge 

Pro 

     25 随身携带    25 

携带式 EO,NH3

侦测器 
德尔格 X-am 5000 

1

4 
EA-DCS 应急房 4 分析室       18 

携带四用型气体

侦测器 

（LEL,O2,H2S,HCN) 

德尔格 X-am 7000 4 EA-DCS 应急房    2 
CH-DCS 应急

房 
1 

PC-DCS

应急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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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侦测器 BESEN     3  1 
CH-DCS 应急

房 
1 

PC-DCS

应急房 
5 

红外热显像仪     1 
职业健康服务

中心 
     1 

C.急救、抢修器

材 
            

铲式担架        1 
CH-DCS 应急

房 
1 

PC-DCS

应急房 
2 

篮式担架     2 基地仓库        2 

担架（普通）  2 EA-DCS 应急房 1 
职业健康服务

中心 
3 

CH-DCS 应急

房 
   6 

套头式逃生钢瓶 
MSA Trans Aire10 

Escape 

1

0 
EA-DCS 应急房 1  20 

CH-DCS 应急

房 
   31 

自给式空气呼吸

器 SCBA 
上海依格 E.RPP 

1

3 

EA-DCS 应急房 6

套,EA 和 EO 和焚烧炉

仓库装置各 2 套,装卸

站 1 套 

   
1

2 

CH-DCS 应急

房 7 套,HCN 现场

物资房 2 套,CH

现场装置 2 楼 3

套 

   25 

三角架  1 EA-DCS 应急房    1 
CH-DCS 应急

房 
   2 

吸油棉 3MP-208 8 EA-DCS 应急房 
1

0 
基地仓库        18 

心脏除颤器  1 EA-DCS 应急房 1 
职业健康服务

中心 
1 

CH-DCS 应急

房 
1 

PC-DCS

应急房 
4 

D.消防器材            

消防战斗服 圣欧 SRO-RFM-VⅡ 6 EA-DCS 应急房 4  10 
CH-DCS 应急

房 
2 

PC-DCS

应急房 
16 

E.解毒剂           

亚硝酸已戊酯吸

入剂 
    

1

60 

职业健康服务

中心 
40 

CH-DCS 应急

房 20 支,CHN 现

场 20 支 

   200 

4-DMAP 氰化氢解

毒剂 
    

2

0 

职业健康服务

中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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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车辆               

应急电瓶车  1 
控制室外侧马路

（内含应急物资） 
   1 

CH 装置马路

（不含应急物

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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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有关应急部门、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 

诺力昂宁波工厂应急组织人员编组及联系电话  

应急单位/人

员 

负责人/职位 联系电话 

事故总指挥 事故总指挥：负责人  何亮    15801773763 

事故副总指挥 

 

事故副总指挥：厂长 

 

王测东（PA/SC）    13516819498 

郑宏君（EA）       13736078826 

梁建荣  （PC）       13958287968 

张葆华（CH）       13918079506 

应急联络人 HSE&S 经理 李兴珍    13958217260 

现场应急指挥 

生产经理 

郑志军（EA）    15869312315 

张爱淮（CH）  15896078208 

汪星  （PC）    18868651312 

耿长虎（PA）      13567843280 

现场总指挥： 

当班值班长 

CH                                             

刘侃 13456127059     武文博 15869339592 

胡坤俊 13884410291   周伟强 13600624839 

EA 

董燕刚 15869336351      王威 13738871786      

程序  138 5826 5733   段利奇 13884410280        

PC                               

朱江山 15867267965    胡海峰 13515886760             

徐兴国 15168596755    周磊 13566520417      

PA/SC 

丁顺峰 13486652725   吴文英 13958310743 

洪  峰 13884443433   葛体利 15258197697 

应急组成员：各工厂

ERT 

各工厂 DCS 电话及对讲机频道 

EA：86621128（1#）     

EO：86621123（2#）             

CH：86621098（3#）   

HCN：86621099（4#）   

PA/SC：86621269（9#） 

PC2：86621238（8#）  

PC3：86621978（10#） 

应急协调 消防专员 陈祥富    15968038175 

 

财务： 顾立新    138 2022 8605      

人事： 房 爽    133 5584 7057 

行政： 蔺坤   15964205873 

 

医疗救援组 

组长：HSE 专员 葛启雨   15869335211 

组员：应急救援组成员 
职业健康服务中心 86621555        对讲机 16频

道 

 

治安后勤组 

组长：公司保安经理 王林成 13858367008 

岗亭 86621198 （4 号岗亭） 

应急监测组 当班外操 对应工厂 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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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外应急联络电话 

 

Regional Emergency Team (LET) - Core Members 

RET 
Role 

Position Name 
Office 
Phone 

Mobile 
Phone 

Email Alternate 

CHAIR
MAN 

Regional 
ISC 
Director 

Van Tilborg, 
M. (Marcus 
Marinus)  

+86 21 
22205676 

+8613661
606827 

Marcus.VanTil
borg@nouryon
.com 

  

工厂抢险组 维修经理 徐巧明 159 9053 2921 

技术支持 工程师 

Site 钱劲松 15869332035 

EA 董建红 13586906741 

CH 李强平 15967876769       

PC 鲍群  13858241270 

PA/SC 桑磊 13884410293 

诺力昂全球危机

管理中心 

诺力昂总部危机 

管理热线 

+44 (0) 207 657 1999  

宁波市应急

支援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区消防

特勤大队 

直线（控制室） 

86501119 

镇海区消防大队 119 

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86665997 
12350 

镇海区自来水公司 96390 

宁波气象声讯电话 96121 

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管管理局 12315  12365 

宁波化工区碧海供水有限公司 
杨经理：86503808   13506842485 

郭魁义：13515845218 

医院 镇海区卫生监督所 胡赳寅主任：86292521 

澥浦镇人民卫生院 86505231 

镇海区炼化医院 86464120 

镇海龙赛医院 86299001 

李惠利医院 87018701 

宁波市第一医院 87085588 

社区 澥浦镇政府 86505365 

岚山村委会 86508185 

龙山镇街道 63701321 

厂周界

单位 
富德能源 

8666 5206 （调度总值班） 

8666 5190 （安全部值班） 

林德气体 控制室：86803862 (24 小时) 

 

中金石化 

蒋建华 （HSE 副经理）：
13566528683     86688671 

调度室（24 小时）：86688678 

 久丰蒸汽 86337381 

 安捷物流 86509506 

mailto:Marcus.VanTilborg@nouryon.com
mailto:Marcus.VanTilborg@nouryon.com
mailto:Marcus.VanTilborg@nour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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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Keeper 

ESD 
managem
ent 
Assistant 

Hou, 
Q.(Cris) 

+86 21 
22891027 

+8618017
933709 

Cris.hou@nour
yon.com 

  

Comm
unicati
ons 

China 
Communic
ations 
Manager 

Ge, Z.(Jing)                                       
+86 21 
22891038 

+8618818
090995 

Zhoujing.Ge@
nouryon.com 

Dan.Green@nour
yon.com, 
+13122597136: 
PF sites (Ningbo, 
Boxing, 
Songjiang, 
Singapore) 
 

HSE&
S 
Adviso
r 

Regional 
HSE&S 
Manager - 
Asia 

Gao, 
Y.(Gary) 

  
+8618602
171229 

Yongyi.gao@n
ouryon.com 

Gu, J.(Jacob) 
+8613913500198 
Jacob.gu@noury
on.com 

Busine
ss 
Repres
entativ
e 

Three BUs 

Qiu, 
L.(Olinda) – 
PF 
 
Li, Z.(Jack) 
– TS 
 
Wang, 
C.(Vernon) - 
IC 

 
 
+86 21 
22205607 
 
+86 21 
22205690 

+8613311
985030 
 
+8617712
678737 
 
+8613917
382641 

Olinda.qiu@no
uryon.com 
 
Jack.Li@noury
on.com 
 
Vernon.wang
@nouryon.co
m 

  

 

Regional Emergency Team (RET) - Specialists (Optional) 

 

RET Role Position Name 
Office 
Phone 

Mobile 
Phone 

Email 

Manufacturi
ng Director 

Regional 
Director 
Manufactu
ring 

He, L.(Barry) 
+86 21 
222059
97 

+861580177
3763 

Barry.l.he@nouryon.co
m 

Manufacturi
ng Director 

Regional 
Director 
Manufactu
ring 

Xiong, 
L.(Bruce) 

+86 21 
222053
02 

+861350
1670683 

Lingzhi.xiong@nouryon
.com 

Manufacturi
ng Director 

Site 
Director 
Ningbo 

Liu, X.(Luke)   
+861395820
1588 

Luke.Xipeng.Liu@noury
on.com 

Finance/Co
ntrol 

Asia ISC 
Controller 

Xu, N(Ben) 
+86 21 
222056
02 

+861861635
3310 

Ben.xu@nouryon.c
om 

HR 
Asia ISC 
HR 
manager 

Wei,z.(Helen 
+86 21 
228910
31 

 helen.wei@nouryon.co
m 

Legal 
Asia Legal 
Director  

Xie, 
D.(Dong) 

+86 21 
228911
28 

+861862158
7616 

Dong.Xie@nouryo
n.com 

IT/IM 
Asia IM 
manager 

Zhang, 
S.(Jonathan) 

+86 21 
222050
75 

+861592168
0075 

Shuai.zhang@nour
yon.com 

mailto:Cris.hou@nouryon.com
mailto:Cris.hou@nouryon.com
mailto:Zhoujing.Ge@nouryon.com
mailto:Zhoujing.Ge@nouryon.com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Dan.Green@nouryon.com,%20+13122597136:%20PF%20sites%20(Ningbo,%20Boxing,%20Songjiang,%20Singapore)
mailto:Yongyi.gao@nouryon.com
mailto:Yongyi.gao@nouryon.com
mailto:Barry.l.he@nouryon.com
mailto:Barry.l.he@nouryon.com
mailto:Lingzhi.xiong@nouryon.com
mailto:Lingzhi.xiong@nouryon.com
mailto:Luke.Xipeng.Liu@nouryon.com
mailto:Luke.Xipeng.Liu@nouryon.com
mailto:Ben.xu@nouryon.com
mailto:Ben.xu@nouryon.com
mailto:Dong.Xie@nouryon.com
mailto:Dong.Xie@nouryon.com
mailto:Shuai.zhang@nouryon.com
mailto:Shuai.zhang@nour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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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 PA工厂（86621269 9#频道）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通讯 陈君峰 王金海 通讯 王栩华 通讯 马开国 吴勇 通讯 周瑛琦 孙建鹏
应急抢险 肖波 杨世森 应急抢险 赵清森 申建凯 应急抢险 李明明 龚必胤 应急抢险 王鹏君 孙家民

杨双宝 秦浩 李斌 孔令辉 怀博文 刘超 陆伟康 

李书益
救援 邱武彪 救援 高恩才 孔金圆 救援 怀博文 李小刚 救援 王国 杨东
警戒、监测 王娇娇 谭志越 警戒、监测 徐世明 张家鱼 警戒、监测 怀博文 李小刚 警戒、监测 刘红立 谢奎
DCS 郭轩 陈理 DCS 王明 周晓明 DCS 马开国 吴勇 DCS 周瑛琦 孙建鹏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通讯 张官印 谢彬 通讯 芮思远 通讯 李高超 张真 通讯 王河军 张俊鑫
应急抢险 毛林江 周金涛 应急抢险 杨林 凡喜龙 应急抢险 朱开雨 王峰 应急抢险 杨新辉 王久军

李明亮 柴叶锋 吴跃男 王贤保 张磊 李根 秦亚朋
钟小成 余国攀 李国辉

救援 王丹 救援 孔德顺 王科研 救援 陆国庆 张磊 救援 张正栋 邹栋才 

警戒、监测 王振勇 凌晨 警戒、监测 王玉飞 彭辛玲 警戒、监测 张磊 陆国庆 警戒、监测 徐海东 李平
DCS 刘文东 王六一 DCS 杨华 卞敬根 DCS 张真 李高超 DCS 王河军 张俊鑫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通讯 易蔚然 任辉 通讯 孔仪 通讯 李万东 田玉宝 通讯 彭涛涛 王纲飞
应急抢险 赖敬文 倪文兴 应急抢险 吴小锋 尚国涛 应急抢险 孙文坤 潘痛快 应急抢险 王涛 章健飞

吕亮亮 张蹦蹦 王贤保 张恒武 穆柯良 周云富  张光德
董振波

救援 周富鹏 救援 查李兵 李建 救援 岑飞定 金丰 救援 孙和良 徐正海
警戒、监测 曹伟婷 母红 警戒、监测 孙引 彭银锋 警戒、监测 岑飞定 金丰 警戒、监测 张华 刘略
DCS 张海军 郑中营 DCS 王海波 杨金诏 DCS 葛体利 田玉宝 DCS 彭涛涛 王纲飞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
通讯 田茂祥 肖亚 通讯 王晓翔 通讯 戴沧粟 周文汉 通讯 仲涛 沈华
应急抢险 王昌州 桑歧兵 应急抢险 闻宁宁 徐海杰 应急抢险 白阳伟 李宗臣 应急抢险 陈京桥 陈星

桑关东 于海 吴龙华 林海云 张小宏 亢永智
余竹林 巩峰良

救援 王丹 救援 唐雄 王留晓 救援 赵刚 救援 樊军 邵旋
警戒、监测 李恩慧 孙潇然 警戒、监测 谢海平 刘治涛 警戒、监测 赵刚 警戒、监测 张先合 刘祥武
DCS 刘国强 肖伟 DCS 时其东 曾检 DCS 戴沧粟 周文汉 DCS 仲涛 沈华

周伟强 葛体利 胡海峰（值班经理）

段利奇（值班经理） 邢银辉 洪峰（值班经理） 苏昱

PC工厂（86621238 8#频道）CH工厂（86621098 3#频道）

B班

C班

D班

丁顺峰

A班

EA工厂(86621023 1#频道）

刘侃（值班经理） 朱江山

王威 胡坤俊 吴文英（值班经理） 周磊（值班经理）

李贵平（值班经理）

董燕刚（值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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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格式化文本（通报辞） 

紧急事件发生时，事故通报人员如何将重要的资料告知被联络单位，往往影响整个救灾工

作的进行。因此，事故通报人务必注意到通报时需以最短的时间，清楚的告知相关讯息以争取

时效； 在此通报辞可作为事故通报人员执行通报时的指引，通报者可依通报辞所列项目进行通

报。应急结束后，值班长应立即按此内容在值班记录中记录应急情况。 

一、灾害发生时厂内紧急广播项目：（广播以三次为准） 

灾害地点：设备或生产区域 

灾害种类：泄漏或火灾等 

撤离地点:  根据当时风向撤离到安全集合点 

厂区生时对政府单位通报项目： 

通报者：诺力昂宁波工厂（姓名）报告。 

灾害地点：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时间：（  ）点（  ）分发生  

二、灾害发生。 

灾害种类：（化学物质或一般类型） 

灾害程度：（火灾正燃烧中，有蔓延至邻近邻居的可能） 

灾情：厂内员工（    ）人死亡、重伤（   ）人、轻伤（    ）人 

紧急联络电话： 0574－8662 1666 

三、请求支援： 

请求者：      本人为诺力昂宁波工厂 ( 姓 名 ) 

灾害种类：    本厂发生（化学品外泄或燃烧、化学品名称） 

灾害程度：    （正持续外泄中，有继续扩大趋势） 

请求支援：    请提供（设备名称）（数量） 

灾害地点：     这里地址是 镇海区蟹浦镇宁波市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连络电话：     0574－86621666 

约定地点：     请速将支援设备送至本厂（ ）海天中路 5号门、（  ）海天中路 4号

门。 

 
 

 

 

 

 

附件 7：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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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诺力昂宁波基地厂区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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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诺力昂宁波基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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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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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危险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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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宁波基地疏散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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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应急物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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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物流运输图 

 

附件 8：应急处置措施 

8.1 泄漏事故及处置原则   

1) 进入现场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介质，事故中

心区域应严禁火种、切断电源、禁止车辆进入、立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

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如果泄漏物是有毒介质，应使用专用防护

服、隔离式空气呼吸器。为了在现场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

练。根据不同介质和泄漏量确定夜间和日间疏散距离，立即在事故中心区边界设置警戒

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

动，严格按专家组制定的方案执行。  

2) 根据专家组制定的方案，由事故单位负责切断进料或隔离物料。 

3) 经专家组制定方案后由专业检维修人员实施。 

4) 筑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堤内和堤

外雨水阀切断阀，防止物料沿阴沟外溢。 

5) 向有害物蒸气云喷射雾状水或能抑制物性的中和介质，加速气体溶解稀释和沉降落地。

对于可燃物，可以采用断链和覆盖窒息，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泄漏，为降低物料向

大气中的蒸发速度，根据物料的相对密度及饱和蒸气压大小确定用干粉中止链式反应、

泡沫（或抗溶性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

蒸发。 

6) 对于大型容器和管道泄漏，可选择用膈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或槽车内；当泄

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 

7) 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污

水系统处理。  

8.2 火灾事故及处置原则  

1) 应迅速查明燃烧范围、燃烧物品及其周围物品的品名和主要危险特性、火势蔓延的主要

途径，燃烧的危险化学品及燃烧产物是否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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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确选择最适合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火势较大时，应先堵截火势蔓延，控制燃烧范

围，然后逐步扑灭火势。对有可能发生爆炸、爆裂、喷溅等特别危险需紧急撤退的情

况，应按照统一的撤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及时撤退（撤退信号应格外醒目，能使现场所有

人员都看到或听到，并应经常演练）。 

3) 先控制，后消灭。针对危险化学品火灾的火势发展蔓延快和燃烧面积大的特点，积极采

取统一指挥、以快制快；堵截火势、防止蔓延；重点突破、排除险情；分割包围、速战

速决的灭火战术。扑救人员应占领上风或侧风阵地。 进行火情侦察、火灾扑救、火场疏

散人员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自我防护措施。如佩戴防护面具，穿戴专用防护服等。  

4) 火灾扑灭后，仍然要派人监护现场，消灭余火。对于可燃气体没有完全清除的火灾应在

上、中、下不同层面保留火种，直到介质完全烧烬。火灾单位应当保护现场，接受事故

调查，协助公安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责任，未经公安部门的同

意，不得擅自清理火灾现场。  

8.3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火灾事故及处置原则  

1) 扑救气体火灾切忌盲目灭火，即使在扑救周围火势以及冷却过程中，不小心把泄漏处的

火焰扑灭了，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下，也必须立即用长点火棒将火点燃，使其恢

复稳定燃烧。 

2) 首先应扑灭外围被火源引燃的可燃物火势，切断火势蔓延途径，控制燃烧范围，并积极

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 

3) 如果火势中有压力容器或有受到火焰辐射势威胁的压力容器，能疏散的应尽量在水枪的

掩护下疏散到安全地带，不能疏散的应部署足够的水枪进行冷却保护。为防止容器爆裂

伤人，进行冷却的人员应尽量采用低姿射水或利用现场坚实的掩蔽体防护。对卧式贮

罐，冷却人员应选择贮罐四侧角作为射水阵地。 

4) 如果是输气管道泄漏着火，应首先设法找到并关闭气源阀门。 

5) 储罐或管道泄漏关阀无效时，应根据火势大小判断气体压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状，

准备好相应的堵漏材料（如软木塞、橡皮塞、气囊塞、粘合剂、弯管、卡管工具等）。 

6) 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即可用水扑救火势，也可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但仍需用水冷

却储罐或管壁。火扑灭后，应立即用堵漏材料堵漏，同时用雾状水稀释和驱散泄漏出来

的气体。 

7) 一般情况下完成了堵漏也就基本完成了灭火工作，但有时一次堵漏不一定能成功，如果

一次堵漏失败，再次堵漏需一定时间，应立即用长点火棒将泄漏处点燃，使其恢复稳定

燃烧，以防止较长时间泄漏出来的大量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形成爆炸性混合物，从而

存在发生爆炸的危险，并准备再次灭火堵漏。 

8) 如果确认泄漏口很大，根本无法堵漏，只需冷却着火容器及其周围容器和可燃物品，控

制着火范围，一直到燃气燃尽，火势自动熄灭。 

9) 现场指挥部应密切注意各种危险征兆，遇有火势熄灭后较长时间未能恢复稳定燃烧或受

热辐射的容器安全阀火焰变亮耀眼、尖叫、晃动等爆裂征兆时，指挥长必须适时做出准

确判断，及时下达撤退命令。现场人员看到或听到事先规定的撤退信号后，应迅速撤退

至安全地带。  

8.4 易燃液体火灾事故及处置原则  

1) 易燃液体通常也是贮存在容器内或用管道输送的。与气体不同的是，液体容器有的密

闭，有的敞开，一般都是常压，只有反应锅（炉、釜）及输送管道内的液体压力较高。

液体不管是否着火，如果发生泄漏或溢出，都将顺着地面流淌或水面漂散，而且，易燃

液体还有比重和水溶性等涉及能否用水和普通泡沫扑救以及危险性很大的沸溢和喷溅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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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先应切断火势蔓延的途径，冷却和疏散受火势威胁的密闭容器和可燃物，控制燃烧范

围，并积极抢救受伤和被困人员。如有液体流淌时，应筑堤（或用围油栏）拦截漂散流

淌的易燃液体或挖沟导流。 

3) 及时了解和掌握着火液体的品名、比重、水溶性以及有无毒害、腐蚀、沸溢、喷溅等危

险性，以便采取相应的灭火和防护措施。 

4) 对较大的贮罐或流淌火灾，应准确判断着火面积。大面积（＞50）m2 液体火灾则必须根

据其相对密度（比重）、水溶性和燃烧面积大小，选择正确的灭火剂扑救。对不溶于水

的液体（如汽油、苯等），用直流水、雾状水灭火往往无效。可用普通氟蛋白泡沫或轻

水泡沫扑灭。用干粉扑救时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条件而定，最好用水冷却

罐壁。  

5) 比水重又不溶于水的液体（如二硫化碳）起火时可用水扑救，水能覆盖在液面上灭火。

用泡沫也有效。用干粉扑救、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条件而定，最好用水冷

却罐壁，降低燃烧强度。 

6) 具有水溶性的液体（如醇类，酮类等），虽然从理论上讲能用水稀释扑救，但用此法要

使液体闪点消失，水必须在溶液中占很大比例，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水，也容易使液体溢

出流淌；而普通泡沫又会受到水溶性液体的破坏（如果普通泡沫强度加大，可以减弱火

势）。因此最好用抗溶性泡沫扑救，用干粉扑救时，灭火效果要视燃烧面积大小和燃烧

条件而定，也需用水冷却罐壁，降低燃烧强度。  

7) 扑救毒害性、腐蚀性或燃烧产物毒害性较强的易燃液体火灾，扑救人员必须佩戴防护面

具，采取防护措施。对特殊物品的火灾，应使用专用防护服。 考虑到过滤式防毒面具范

围的局限性，在扑救毒害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隔离式空气呼吸器。为了在火场上正确使

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 

8) 扑救闪点不同粘度较大的介质混合物，如原油和重油等具有沸溢和喷溅危险的液体火

灾，必须注意计算可能发生沸溢，喷溅的时间和观察是否有沸溢、喷溢的征兆。一旦现

场指挥发现危险征兆时应迅即作出准确判断，及时下达撤退命令，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和

装备损失。扑救人员看到或听到统一撤退信号后，应立即撤退至安全地带。 

9) 遇易燃液体管道或贮罐泄漏着火，在切断蔓延方向并把火势限制在上定范围内的同时，

应设法找到输送管道并关闭进、出阀门，如果管道阀门已损坏或贮罐泄漏，应迅速准备

好堵塞材料，然后先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或雾状水等扑灭地上的流淌火焰，为堵漏

扫清障碍；其次再扑灭泄漏处的火焰，并迅速采取堵漏措施。与气体堵塞不同的是，液

体一次堵漏失败，可连续堵几次，只要用泡沫覆盖地面，并堵住液体流淌和控制好周围

着火源，不必点燃泄漏处的液体。  

8.5 主要危险物质大泄漏、火灾应急撤离距离（m） 

序号 危险物质名称 大泄漏 火灾 

1 氰化氢 210 1600 

2 氰化钠 25 800 

3 液氨 100 1600 

4 甲烷 800 1600 

5 环氧乙烷 90 1600 

6 乙烯 800 1600 

7 氢气 800 1600 

8 氯乙烷 800 1600 

9 过氧化物 250 800 

10 70%双氧水 50 800 

11 叔丁醇 300 800 

12 环氧丙烷 300 800 

13 氯甲烷 8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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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甲醇 50 800 

以上数据摘自《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南》（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2008） 

8.6 应急指引  

8.6.1火灾 

任何可燃物质都可能引发火灾，但特定的可燃物质还可能造成潜在爆炸混合气体或球形燃

烧，如氰化氢、环氧乙烷和氨等。此时，应当让气体保持稳定燃烧，以防止有毒气体在区域内

扩散，特别是氰化氢和环氧乙烷。消防大队赶到火场后，火场指挥调度应当统一由消防大队做

出。应急小组成员在协助救灾时要首先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公司应急总指挥
决定启动公司应

急预案

现场不能控制火势，

进入火灾第二阶段

决定请

求外部增援

         应急联络人
协助应急总指挥，与
厂外支援力量联络协
调，提供灭火有关数

据、资料等

厂外支援力量

               应急现场指挥

1，决定是否停车、断电及相

关消防设备等；

2，根据应急总指挥的命令，

指挥现场应急小组作业。

应急现场指挥

医疗组负责
治疗急救等事

宜

保安组管制车
辆、人员；协

助人员清点

总务组处理救
灾物资、设

备、抚恤事务

工厂应急小组
协助消防等部门开
展灭火、抢修、引

导疏散灯救援行动

现场安全员
监控现场设备和人
员的安全，及时向

应急现场指挥反馈

进入火灾

第三阶段

1，确定是否需要
厂区周围的单位、
居民进行撤离、疏

散；

2，确认厂内人员

撤离至安全地点

火灾成功扑

救

灾后复原
火灾事故

调查报告

火灾事故

应急总结
善后工作

阿克苏诺贝尔中

国危机管理中心

宁波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

消防、公安、安
全生产监督管

理、环保等部门

 
 

8.6.2化学泄漏事故 

要预测驱散气云的方法，应当根据气象数据和实物测量计算，以增加预测的精确性。气象

数据应当可在所有的安全房间调取，需要时，可以做成预定的驱散图。氰化氢和环氧乙烷是剧

毒物质，氨具有腐蚀性，对呼吸道、皮肤及软组织比如眼睛会造成伤害。尽管这类气体在蒸汽

状态时不可见，当有小的液珠时会形成白色的云形。氨具有较明显的这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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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急总指挥
决定启动公司应

急预案

发生持续泄漏，进入

泄漏事故第二阶段

决定请

求外部增援

         应急联络人
协助应急总指挥，与
厂外支援力量联络协
调，提供泄漏处置有

关数据、资料等

厂外支援力量

               应急现场指挥

1，决定是否停车、断电及相

关消防设备等；

2，根据应急总指挥的命令，

指挥现场应急小组作业。

应急现场指挥

医疗组负责
治疗急救等事

宜

保安组管制车
辆、人员；协

助人员清点

总务组处理救
灾物资、设

备、抚恤事务

工厂应急小组
协助消防等部门开
展堵漏、抢修、引

导疏散等救援行动

现场安全员
监控现场设备和人
员的安全，及时向

应急现场指挥反馈

进入泄漏事

故第三阶段

1，确定是否需要
厂区周围的单位、
居民进行撤离、疏

散；

2，确认厂内人员

撤离至安全地点

成功堵漏

洗消

灾后复原
泄漏事故

调查报告

泄漏事故

应急总结
善后工作

阿克苏诺贝尔中

国危机管理中心

宁波公司应

急指挥中心

消防、公安、安
全生产监督管

理、环保等部门

 

8.7 现场急救处置原则  

1) 首先将病人转移到安全地带，解开领扣，使其呼吸通畅，让病人呼吸新鲜空气；脱去污染

衣服，并彻底清洗污染的皮肤和毛发，注意保暖。 

2) 对于呼吸困难或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有条件时给予吸氧和注射兴奋呼吸中

枢的药物。 

3) 心脏骤停者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摩术。现场抢救成功的心肺复苏患者或重症患者，如昏

迷、惊厥、休克、深度青紫等，应立即送医院治疗。  

4) 护送伤员应注意一下事项：  

a)为保持呼吸畅通，避免咽下呕吐物，取平卧位，头部稍低。 

b)尽力清除昏迷病人口腔内的阻塞物，包括假牙。如病人惊厥不止，注意不要让他咬伤舌

头及上下唇。 

c)在护送途中，随时注意患者的呼吸、脉搏、面色、神志情况，随时给以必要的处置。 

d)护送途中要注意车厢内通风，以防患者身上残余毒物蒸发而加重病情及影响陪送人员。  

对伤害的严重程度有任何疑问时，应当立即联络医疗救护或送往医院。严重的伤害还应当

通知伤员的家属。  

8.8 化学灼伤处置原则 

8.8.1强酸灼伤的急救 

硫酸、盐酸、硝酸都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作用。硫酸灼伤的皮肤一般呈黑色，硝酸灼

伤呈灰黄色，盐酸灼伤呈黄绿色。被酸灼伤后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冲洗时间一般不少于

15min。彻底冲洗后，可用 2%-5%碳酸氢钠溶液、淡石灰水、肥皂水等进行中和，切忌未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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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流水彻底冲洗，就用碱性药物在皮肤上直接中和，这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处理以后创面治疗

按灼伤处理原则进行。强酸溅入眼内时，在现场立即就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冲

洗时应将头置于水龙头下，使冲洗后的水自伤眼的一侧流下，这样既避免水直冲眼球，又不至

于使带酸的冲洗液进入好眼。冲洗时应拉开上下眼睑，使酸不至于留存眼内和下穹窿而形成留

酸死腔。如无冲洗设备，可将眼浸入盛清水的盆内，拉开下眼睑，摆动头部，洗掉酸液，切忌

惊慌或因疼痛而紧闭眼睛，冲洗时间应不少于 15min。经上述处理后，立即送医院眼科进行治

疗。 

8.8.2碱灼伤的现场急救 

碱灼伤皮肤，在现场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皂样物质消失为止，然后可用 1%-2%醋酸或

3%硼酸溶液进一步冲洗。对Ⅱ、Ⅲ度灼伤可用 2%醋酸湿敷后，再按一般灼伤进行创面处理和

治疗。眼部碱灼伤的冲洗原则与眼部酸灼伤的冲洗原则相同。彻底冲洗后，可用 2%-3%硼酸溶

液做进一步冲洗。  

8.9 氰化钠/氰化氢中毒事故处置注意事项  

8.9.1接触途径 

氰化钠可经呼吸道、皮肤和眼睛接触、食入等方式侵入人体。所有可吸入的氰化钠均可经

肺吸收。氰化钠经皮肤、粘膜、眼结膜吸收后，会引起刺激，并出现中毒症状。氰化钠钠可立

即经过胃肠道吸收。  

8.9.2中毒症状 

氰化钠/氰化氢中毒者初期症状表现为面部潮红、心动过速、呼吸急促、头痛和头晕，然后

出现焦虑、木僵、昏迷、窒息，进而出现阵发性强直性抽搐，最后出现心动过缓、血压骤降和

死亡。急性吸入氰化氢气体，开始主要表现为眼、咽、喉粘膜等刺激症状，高浓度可立即致人

死亡。经口误服氰化钠后，开始主要表现为流涎、恶心、呕吐、头昏、前额痛、乏力、胸闷、

心悸等，进而出现呼吸困难、神志不清等。 

8.9.3救援人员的个体防护 

若怀疑救援现场存在氰化钠，救援人员应当穿连衣式胶布防毒衣、戴橡胶耐油手套；呼吸

道防护可使用空气呼吸器，若可能接触氰化钠蒸气，应当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现

场救援时，救援人员要防止中毒者受污染的皮肤或衣服二次污染自己。 

8.9.4病人救护 

立即把中毒人员转移出污染区。检查中毒者呼吸是否停止，若无呼吸，可进行人工呼吸；

若无脉搏，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如有必要，应对中毒者提供纯氧和特效解毒剂。 

8.9.5病人去污 

所有接触氰化钠的人员都应进行去污操作： 

1）应尽快脱下受污染的衣物，并放入双层塑料袋内，同时用大量清水冲洗皮肤和头发至少

5 分钟，冲洗过程中应注意保护眼睛。 

2）若皮肤或眼睛接触氰化钠，应当立即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5 分钟以上。若其戴有

隐形眼镜且易取下，应当立即取下，困难时可向专业人员请求帮助。 

3）如果是口服中毒，应插胃管并尽快给服活性碳，洗胃液和呕吐物必须单独隔离存放。 



Confidential 
诺力昂化学品（宁波）有限公司  

Nouryon Chemicals（Ningbo）Co., Ltd. 

 

IMS Code: 626-HSE-0001 

8.9.6解毒；治疗 

对中毒者应立即辅助通气、给纯氧，并作动脉血气分析，纠正代谢性酸中毒(PH<7．15

时)。对轻度中毒者只需提供护理，对中度中毒或严重中毒者，建议参考下列疗法 

1）紧急疗法：在紧急情况下，施救者应首先将亚硝酸异戊酯 1～2 支(0．2～0．4ml)放在手

帕或纱布中压碎，放置在患者鼻孔处，吸入 30 秒钟，间隙 30 秒，如此重复 2～3 次。数分钟后

可重复 1 次，总量不超过 3 支。亚硝酸异戊酯具有高度挥发性和可燃性，使用时不要靠近明

火，同时注意防比挥发；施救人员应当避免吸入亚硝酸异戊酯，以防头晕。 

2）注射疗法：立即静脉注射 2ml10％的 4-DMAP（4—二甲氨基苯酚），持续时间不少于 5

分钟(用药期间检查血压，若血压下降，减缓注射速度)。静脉输入高渗葡萄糖和维生素 C，也可

以使用糖皮质激素，但不宜用美蓝。对于神智清醒但有症状的中毒者也可以使用硫代硫酸钠，

但不应使用亚硝酸钠或 4—二甲氨基苯酚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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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有关协议或者备忘录 

 

附件 10：事故报告和危机管理 

诺力昂宁指令 12.05 条款： 

消防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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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诺力昂重大事件通报和管理的目标包括： 

确定管理职权；采取措施，确保有效领导；实施企业监督，以遏制和控制重大事件/威胁；

并防止性质严重但相对较小的事件演变成（重大）危机 

确保诺力昂员工、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健康与安全，并防止破坏环境 

恢复中断的业务，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减轻事件对财务产生的影响，防止损害诺力昂的品牌、产品和企业形象。 

 

此指令旨在设置明确的指示，向诺力昂宁波基地通报重大事件及管理此类重大事件。向诺

力昂宁波基地进行通报非常重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确保董事会充分了解可能影响业务连续性或企业声誉的所有事项；以及 

为了激励企业危机管理程序的实施以及在诺力昂宁波基地和业务或服务单元之间进行及时

的权限分配。 

 

定 义 

企业危机处理小组（CMT） 

企业危机处理小组将协助地方危机沟通中心。 

公司紧急热线 

+44 (0) 207 657 1999 

此号码仅供诺力昂员工使用，由外部服务供应商国际 SOS 救援中心管理。 

决策负责人（DMA） 

决策负责人是将在危机形势中做出重大决定的一个或一组人。DMA的任命取决于事件和潜

在危机局面的事故等级。 

地方危机处理小组（Local CMT） 

地方危机处理小组是事件发生地的紧急应对小组，负责事件的操作管理。 

重大事故 

明确显示符合级别 1、2或 3（事件标准）之一或全部符合的事件（参见附录 A）。 

重伤 

致使员工、承包商和公众住院治疗的损伤。 

 

指 令 

直接回应事件的管理人员应按照附录 A中的《事故等级确定指南》，对事件升级的可能性

作初步评估。 

所有重大事件必须通过公司紧急热线，向诺力昂宁波基地尽快通报，提供附录 B中要求的

信息，通报时间不得超过一（1）小时。此通知是事业部报告要求的一项附加义务。负责的管理

人员不得仅依靠事业部管理链上报事件。 

公司 CMT成员将获悉通报的事件，并确定事件等级（参见附录 A），任命 DMA。所有事件应

尽可能在当地管理。 

所有重大事件应由公司 CMT 内部报告给董事会的负责人员和诺力昂企业公关传媒部。 

对于可能或不可能发展为危机的受伤和事件，其适用的管理报告要求应保持不变。 

事业部进行的危机演习也应按照附录 A的规定进行评估，而且，如果达到通知标准，应使

用公司紧急热线向公司 CMT 通报，同时应向公司紧急热线接线员说明该事件只是演习，而非真

实情况。 

 

职 责 

事业部和服务单元的总经理负责在其组织内部实施此指令。 

 

参考文件 

公司指令 10，企业公关传媒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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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力昂企业 HSE&S 手册，标准“HSE&S 绩效统一报告”及标准“应急响应和危机处理” 

附录 A：重大事件等级确定指南 

附录 B：重大事件通报程序 

 

附录 A：重大事件等级确定指南 

诺力昂定义了三种重大事件（1-3级）。直接负责对应事件或事故的管理人员需要对事件

或事故升级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评估，0级事件除外。如果事件的潜在严重性发生改变，则必须

重新评估通报的必要性。 

0级事件不纳入重大事件范围，应根据事业部内部紧急上报程序予以报告。 

决策与支持 

以上定义的重大事件三种级别，各个级别均具有一个预定决策和支持机制： 

Ⅲ级——仅严重影响当地业务： 

DMA 职能下放给当地负责人,根据各事业部及区域应急管理程序的要求进行授权来确定。危

机管理由当地 CMT 管理。总部 CMT可向当地 CMT提供支持和监测,当地 CMT应时刻与总部 CMT 保

持联系并报告关键问题。 

Ⅱ级——严重影响事业部业务： 

由总部 CMT 主席决定将 DMA 职能下放给事业部负责人或指定的总部 CMT成员, 该 DMA 将作

为总部 CMT 主席的常设联络员，全权负责与当地 CMT 联系，对危机管理提供支持 

Ⅰ级——影响若干事业部或整个诺力昂宁波基地： 

由公司 CMT 主席完全履行 DMA职能。在适用的情况下，当地局势由地方 CMT 掌控，公司总

部 CMT同时提供大力支持和监测。公司 CMT 处理地方以外的所有问题。 

对于各个级别的危机，危机缓解后，公司 CMT 将向 DMA 提供关于重大事件根本原因分析所

需类型的建议，并在事件通报后一个月内，向董事会相关负责人提供一份根本原因和经验推广

方法报告。根本原因分析应识别出合理的能够通过管理控制的基本原因，并提供建议，防止类

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事件等级划分指南

1
 

事件等级 人员 环境破环
2 

财产损失 业务损失 声誉受

损 

Ⅳ级 

仅影响当

地 

无重伤 ＜100 万

欧元 

＜100 万

欧元 

＜100 万欧

元；市场/客户

或供应能力无重

大损失 

无 

Ⅲ级 

严重影响

当地 

1 人重伤 100 万-

500 万欧元 3 

100 万-

500 万欧元 

100 万-500

万欧元；供应能

力暂时受损；失

去少数客户 

当地利

益相关人 

Ⅱ级 

严重影响

事业部 

2-5 人重

伤 

500 万-

2500 万欧元 

500 万-

2500 万欧元 

500 万-

2500 万欧元；

失去主要客户 

事业部

利益相关人 

Ⅰ级 

影响若干

事业部或整个

诺力昂公司 

人员死

亡；＞5 人重

伤 

2500 万

欧元以上 

2500 万

欧元以上 

2500 万欧

元以上；无法继

续经营；失去主

要客户 

诺力昂

利益相关人 

 
1
 表格表示可能的最终影响，而非事件报告时的实际影响。 
2
 若有关于失控的污染排放的公开警告，应预料到名誉受损情况。 
3
 包括因违反污染排放限，潜在罚款金额＞10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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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重大事件通报程序 

所有事件均需通过诺力昂宁波基地紧急热线予以通报，该热线由外部第三方国际紧急呼叫中心管
理。 

诺力昂宁波基地紧急热线的号码是：+44 (0) 207 657 1999 

 

向公司紧急热线报告（潜在）重大事件的人员须知 
呼叫人需向接线员提供以下信息： 

姓名 

诺力昂事业部及地点 

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事件发生地点 

事件类型（产品污染、较大的健康、安全、环保和保安事件、其他危及声誉的事件） 

事件发生时间 

伤亡程度（若有） 

当前事件是否已得到控制 

确认是否需要紧急服务 

确认是否有媒体介入 

 

然后，公司紧急热线接线员将联系一名公司 CMT（危机处理小组）成员，后者将联系呼叫人，对事件

进行估测，如有需要，还将召集公司 CMT 所有成员。总部 CMT 成员将确定危机等级（附件 A）、确定 DMA

（决策负责人），并制定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