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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前，我国已进入突发环境事件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环境问题

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务院

高度重视环境风险防范与管理，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

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明确提出了“有效防范环境

风险和妥善处理突发环境事件，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

度，严格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国务院印发《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进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开展环境风

险调查与评估”。

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原名为“剑川县甸南冶炼厂”，1987 年

由成都军区驻昆办事处投资建设，1988 年 3 月投产，冶炼粗铅，1996

年底停产，2000 年初由唐晓林和四川人合伙承包该厂，成立“昆明

富东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0 年 4 月恢复生产。2001 年 5月至今，

由唐晓林独自承包，转产冰铜。2002 年 5 月 31 日，更名为“剑川有

色金属冶炼厂”。2002 年 3 月该厂对原有治理设施进行改造，2002

年 7 月再次对收尘设施进行改造，使收尘系统逐步完善，发挥了收尘

设施的作用，大大减轻了周围环境的影响。

根据厂区现状，通过市场调研后，建了一条 10 万 t/a 的硫酸铜

矿制硫酸生产项目，采用“3+2”两转两吸工艺流程，使留的转化率

和吸收率大幅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时解决了洗涤废水大

量排放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十二五”环境风险防控任务，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环境安全，规范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行为，为企业提高

环境风险防控能力提供确实指导，为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风险等级

实施分级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印发<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的通知》，明确环境风险评估是做好



企业环境安全达标建设的重要前提。为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做到事件

发生时应急措施稳健有序，保护员工人身和工厂财产安全，特制定工

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2 总则

2.1 编制原则

在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及实施其响应程序时，应本着实事

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对

环境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

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

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

境事件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2）居安思危，常抓不懈。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防患于未

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

积极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培训演练，利用现

有专业环境应急救援力量，整合环境监测等相关资源，努力实现一专

多能，充分发挥经过专门培训的环境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

（3）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在州、县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各部门、工段分级管理、协调作战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针对不同污

染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污染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

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和应急救援分队的作用，加强企业各部门之间协

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4）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接受并切实履行政府环保部门的领

导和指示，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级别并及时启动相应应急方案，充分发

挥各应急部门专业优势，采取措施与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范围和

社会影响相适应，最大限度的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影响。

2.2 编制依据

2.2.1 法律法规、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7号）；

《危险物质名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2003 第 1号）；

《剧毒化学品名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 10部门公告

2015 第 5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第 34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40号）；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45号）；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完整版）；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40号）；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20 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风险防控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08 年版）；

2.2.2 标准规范、技术指南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 298）；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 19-201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 号）；

《危险废物储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3 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3.1.企业基本情况

3.1.1 企业概况

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原名为“剑川县甸南冶炼厂”，1987 年

有成都军区驻昆办事处投资建设，1988 年 3 月投产，冶炼粗铅，1996

年底停产，2000 年初有唐晓林和四川人合伙承包该厂，成立“昆明

富东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0 年 4 月恢复生产。2001 年 5月至今，

由唐晓林独自承包，转产冰铜。2002 年 5 月 31 日，更名为“剑川有

色金属冶炼厂”。2002 年 3 月该厂对原有治理设施进行改造，2002

年 7 月再次对收尘设施进行改造，使收尘系统逐步完善，发挥了收尘

设施的作用，大大减轻了周围环境的影响。

根据厂区现状，通过市场调研后，建了一条 10 万 t/a 的硫酸铜

矿制硫酸生产项目，采用“3+2”两转两吸工艺流程，使硫的转化率

和吸收率大幅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时解决了洗涤废水大

量排放的问题。

3.1.2 地理位置及交通

甸南镇位于剑川县城西南，东与鹤庆宝顶乡接壤，西与羊岑乡连

接，北与金华镇及剑阳镇交界。滇藏公路、剑乔公路穿境交叉而连，

交通便利，厂区位于甸南镇江长门以南 2km，距县城 15km，距甸南

8km。地理坐标：东经 99°51'27.36",北纬 26°26'47.55"。

3.1.3 厂区所在地自然条件

厂址地处剑川坝西面山区，该区地形复杂，高差大，处于高海拔、

低纬度的特殊环境。

甸南坝区气候主要受西南季风影响，多年平均风速 4.4m/s，最

大风速 5.3m/s。冬暖夏凉，各月之间气温相差不大，山区气候寒冷。

年平均气温 12.3℃，年日照时数为 2368.6 小时，有霜期天左右，年



降水量 927.5mm，有春暖迟、秋寒早的灾害性气候。

厂址周围没有大的河流，厂址所处山箐的径流面积小，山箐溪流

水量也较小，旱季无水，溪水流入桃源河。

厂址周围植被简单，主要有稀疏的云南松和次生灌木、杂草、无

农田。没有珍惜动植物。没有文物保护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

宝山石钟寺、省级风景名胜区兼州级自然保护区石宝山距厂址直线距

离 10km。

3.2 周边环境及风险受体情况

厂区周边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厂区周边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名称 方向 距离 功能区标准

下桃源 厂址西南 3000m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
中桃源 厂址东南 2500m

江长门村 北东北 2000m

羊岑河 西 约 1000m

按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Ⅲ类水标准进行保

护

周围生态环境 厂区周围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

3.3 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环

境风险是指突然性事故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程度，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发生的可预测突发性事件

和事故（一般不包括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引起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等物质泄漏，或突然事件产生的新的有毒有害物质，所造成的对人身

安全与环境的影响和损害，进行评估，提出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

结合厂区实际情况，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169-2004）、《危险化学品名录》及《剧毒化学品名录》，事

故风险主要为废气非正常排放，废水、硫酸泄漏出厂界等突发环境



事件。

厂区有两个硫酸储罐，设计规格是 1000t/个，总共可以装 2000t

硫酸，但是厂区一般最多储存 600t。硫酸虽未列入 GB18218 该标准

划定的危险物质中，但考虑到浓硫酸是具有强烈腐蚀性的危险化学

品，并且厂区储量较大，一旦发生严重泄漏失去控制时，也会引发环

保事故，综上根据硫酸储罐的具体情况，将其列为重大危险源管理范

围。该硫酸储罐四周都有围堰，尺寸为15m×26m×1.4m，容积为546m3。

制酸生产排放的污染物为二氧化硫和硫酸雾。虽然所排尾气中的

SO2和硫酸雾已低于排放标准，且设置了相应的尾气吸收塔，但如果

设备故障、停电、停水，也会二氧化硫及硫酸雾直接排放造成大气污

染。

原料堆场易产生扬尘，但都有降尘措施，且四周设置了围堰，但

如果降尘措施不到位，造成的周围的环境污染是很大的。

当渣库失稳时，小则引发滑坡，淹没土地，大则受雨水的作用，

引发泥石流，冲击下游村庄，发生恶性连锁效应，对下游土地及居民

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厂内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制硫酸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危险废物编

号：HW48。该污泥暂时堆存与仓库，暂存量有 1.5t，还没有签订危

废处置协议。

因自然灾害或使用不当而引发循环水池满溢、垮塌事故，导致废

水外泄，将会造成厂区及周围环境污染和其他危害。

综上所述，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的风险源位置主要是制酸生产车

间、硫酸储罐、循环水池、原料仓库、渣库、危废暂存间。

3.4 企业生产工艺

3.4.1 粗铜冶炼生产线

将原料氧化铜矿、精矿粉、焦炭按一定比例混合，入炉冶炼，原



料在高温下生成产品冰铜。炉渣经水淬冷却，向外出售。产生的废气

经过收尘系统净化后达标排放烟尘通过多级沉降、旋风收尘将烟尘去

除，收集的粉尘做成固体砖块，再入炉冶炼。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经石

灰乳喷淋湿法净化塔净化，二氧化硫去除率 50～60%，烟尘和二氧化

硫达到排放标准后向外排放。

冶炼炉夹套冷却水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二氧化硫石灰净

化塔的石灰乳循环使用，定时补充高浓度的石灰乳，不外排。

图 3.4-1 粗铜冶炼工艺图

3.4.2 硫酸生产工艺

（1）原料工程

运输进厂的硫精矿严格按照配矿比例混合均匀后用装载车送入

原矿储斗，经 1#皮带输送机送入振动筛筛分，细料经栈桥皮带机分

别送入 1#加料斗，2#加料贮斗，粗料则用人工送入打砂机打细后，

用装载车送入原料仓库。

（2）焙烧工段

合格的原料由皮带加料机送到沸腾炉，与炉底见机送入的空气混



合、沸腾焙烧，生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铁渣。采用氧表面控制沸腾炉含

氧量，加矿根据氧量变化自动调节，间接控制炉气中二氧化硫浓度，

沸腾炉出口温度在 850～900℃之间，经炉气冷却器后进入两级旋风

除尘器，出口炉气含尘量≤0.2mg/m3，温度大于 300℃，送到净化工

段。矿渣、矿尘用水冲至沉淀池，经渣水分离后，渣送至剑川有色金

属冶炼厂作为原料，冲渣水循环使用。

（3）净化工段

由焙烧工段来的炉气进入文氏管，用 30%硫酸喷淋，炉气温度降

到 65℃左右，进入洗气塔，用 35%的硫酸洗涤，再经电除雾除去酸雾，

使炉气出口酸雾在 0.03g/m3以下，进入干吸工段。淋洒酸出文氏管，

经斜管沉降器、循环酸槽、循环酸泵、回至文氏管循环使用，极少部

分经脱气塔除去二氧化硫后，送去污水处理工段。斜管沉降器排出的

酸泥进入中和槽后用石灰乳中和并加水稀释，送至矿渣堆场。洗涤塔

淋洒酸出塔后，经稀算环槽、稀酸循环泵、稀酸冷却器后回至洗气塔

循环使用。

（4）转化工段

自净化要段来的炉气，二氧化硫浓度控制在 8~8.5%之间，进入

干燥塔底部与塔顶喷淋的 93%硫酸逆流接触，炉气干燥后，含水分

0.1g/m³以下，去转化工段。

自干燥塔来的炉气，用二氧化硫鼓风机抽送，经第三、第一换热

器换热升至 420℃，进入转化器一段触媒层反应后，进入第一换热器

移动部分反应热，再进入转化器的二段触媒继续反应，出二段触媒的

反应气体，经第二换热器降温后，进入转化器的三段触媒反应后，引

出进入第三换热器降温后，去干吸工段第一吸收塔。

自第一吸收塔出来的低浓度 SO2气体，先后经第五、第二换热器

换热升温至 415℃左右，进入转化器的四段触媒反应，最后从转化器



四段触媒出来的气体经第五换热器降温后去干吸工段的第二吸收塔。

转化器及换热器气体管道设有温度调节副线，并在转化器的一

段、四段触媒进口气体管线上，分别设有升温电炉，被开车及生产不

正常时使用。

（5）干吸工段

自转化工段的转化器三段及五段来的三氧化硫炉气，分别进入第

一吸收塔及第二吸收塔，用 98.3%硫酸淋洒吸收三氧化硫。吸收三氧

化硫的酸自塔底流出，经酸冷却器流至循环槽，以加入清水和干燥酸

维持循环槽浓度，用循环酸泵将酸打入吸收塔循环，增多的酸部分作

98%成品酸，引入地下计量槽，再由成品酸泵至成品酸库，增多的另

一部分串入干燥酸泵。

（6）酸循环系统

干燥塔和吸收塔均系高效填料塔，流程为塔-阳极保护酸冷却器-

循环酸槽-循环泵-塔。

图 3.4-2 硫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3.5 安全生产管理

本厂紧紧围绕安全生产目标和工作计划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已配

备了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也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等。

3.6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为防范事件的发生，厂区范围内应建立必要的安全、环境监控设

施，并确保在异常情况下该系统能及时发生警示。

3.6.1 监控方法

厂区进行了范围内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以及环境因素的识

别、评价，按环境风险源的风险程度，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由厂

内各工段操作人员分层次进行监控。并针对存在的各类事故风险策划

了控制措施，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风险源（重要环境因素）的监控。

（1）厂内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安全、环境工作，建立日

常巡回检查制度，检查有记录、有整改措施。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2）重点监控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区域。

（3）加强管理，在生产、储运等各个环节明确责任主体，建立

相应的管理制度，使厂内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各项运行状况可控。

可在厂房等区域配备事故应急柜，放有面具、口罩、安全帽等应急器

材，并设灭火器、消防栓等应急设施。

3.6.2 防范措施

日常工作中应做好以下内容：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风险源的重点监控制度、主要设

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岗位操作法、值班制度、检查制度、特种作业审

批制度、各类考核奖惩制度等。

（2）定期进行安全、环境风险评估；结合《排污许可证》年审

和排污申报工作，周期性地对企业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对重大风险源



建立各种安全、环保管理档案，并向当地安全、环保部门做好申报登

记工作。

（3）按章操作，杜绝违章；加强对员工的各类培训和考核，员

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对特种作业要求持证

上岗；按岗位操作要求做好各类工艺参数的控制和记录。

（4）安全设施齐全并有效；对压力容器、消防器材、报警装置、

监控设施、安全装置应配置齐全，通过定期检查、试用确保其有效。

（5）对防雷设施每年进行检测，确保完好。

（6）做好特种作业的管理工作；对临时线作业、动火作业、登

高作业等规定办理各类审批，做好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对作业人员

进行相应的知识培训和安全教育，并明确监护人员。

（7）做好自然灾害的防范工作；根据天气预报，做好应对各类

自然灾害的防范工作，包括防汛、防洪、防风。在极端气候和天气条

件下，合理安排停产，并加强对储罐、生产设施、环保设施的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8）环境风险源防范：

A、废气非正常排放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

① 废气治理风险防范措施除加强操作人员工作素质外，主要在

于对废气治理装置的日常运行维护。如发现人为原因不开启废气处理

设施，责任人应受行政和经济处罚，并承担事故排放责任；若废气治

理措施因故不能运行，则生产必须停止。

② 为确保处理效率，在车间设备检修期间，废气处理系统也应

同时进行检修，定期对吸收塔、旋风除尘器、电除尘等设施进行检修

或更换，日常应有专人负责进行维护。

二氧化硫、三氧化硫事故排放防范措施：

各工序均应设置连锁和报警装置，避免非正常或故障时发生大量



废弃外逸事故。

焙烧炉除尘机、二氧化硫风机、吸收塔等生产关键部位应配备自

动断电联锁装置。

自动系统配置相应的手动系统，在自动控制装置出现故障时应立

即启动手动装置。

B、循环水池满溢、垮塌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

因洪汛、气象、地震、地质等自然现象或其他突发事件易引发水

池满溢和垮塌事故。

①水池满溢防范措施：严格按照水池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坚持低

水位运行，经常性检查水池四周、排渗系统、排水系统的工况。做好

汛期的安全生产和应急准备。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处理。

②池体垮塌防范措施：水池内少存水，在满足生产用水条件下尽

量降低池内水位，严格控制池内水位，建立正常的巡视制度，及时修

复和加固破坏部分，确保循环水池安全运行。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突

发事件时，把环境污染、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C、硫酸泄漏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

由于企业生产的硫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因此在运输中应特别小心

谨慎、确保安全。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及时间，运输时必须谨慎驾驶，以免事故发

生。

②危险物品的运输过程中，装运应做到定车、定人，工具相对固

定，专车专用。定人是把管理、驾驶、押运及装卸等工作的人员加以

固定，这就保证了运输任务始终是由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来担负，

从人员上保障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一旦发生意外事故，驾驶

员和押运人员应在采取应急处理的同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环保等

有关部门，疏散群众，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并积极协助前来救助的



公安交通和消防人员抢救伤者和物资，使损失减至最小范围。

③厂区内输送过程事故防范

a、定期对输送管道及机泵进行巡视和检查。

b、根据不同的管网设施、泄漏点位置，采取相应的临时应急措

施，有效控制住管网设施泄漏，管网设施在运行中发生的微小泄漏，

按维护保养规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处置；

c、作业前做好各项准备，针对具体情况，按有关安全操作规程

进行处置。

D、渣库失稳引发滑坡的防范措施

定期对渣库边坡进行定期观测和监测；加强地表水的疏干，特别

在雨季严格控制地表水流入坑下，对于各平盘雨后存有的积水，及时

安排设备放水至采区最低点，由明排水泵将积水排出坑外；严格控制

渣库的平台高度；定期对渣库边坡、特别是内渣库边坡进行观测；有

计划安排渣库的排弃，实现不同土岩合理排弃程序，靠近基底，排弃

渗透性好的岩石；如大块、大颗粒砂质土岩等。 重点防止地表水对

渣库的浸泡：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渣库最上层留有 2-3%的反坡，

并在渣库底部开挖排水沟，将渣库表面的积水汇入排水沟内排出；对

于有积水的渣库，排弃基底开挖排水沟，将积水排净后安排排弃；对

于发现有裂隙的渣库采用及时填平防止水流灌入。

E、危险废物管理、处置不善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

①厂区设有专门的危险废物暂存间，该区域可进行防腐防渗处

理。在雨水管道排放口附近安装人工挡板，防止危险废物浸出液随水

进入河流，污染附近水体水质的目的。

②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危险废

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③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收集、贮存、转移、处置。



④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和包装

物。

⑤禁止向环境倾倒、堆置危险废物。

⑥该危险废物应按规定放置，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3.6.3 应急措施

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厂区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参照下列应

急措施进行。

1、发现泄漏事故者应立即向相关部门报警，说明事故发生地点

及部位，并积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减少泄漏或想办法切断泄漏源；启

动应急预案。

2、相关部门在接到报警后，应根据事故大小迅速通知指挥部成

员及各救援专业队伍前往事故现场。应迅速查明泄漏部位，立即向救

援指挥部报告，并做好抢险抢修及紧急停车的准备工作。

3、发生事故的部门应迅速查明泄漏部位并报告相关部门，并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泄漏，通知停止事故现场及周围与应急救援无关

的一切作业，疏散无关人员，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自救。待抢险维修

组或其它救护专业队员到达现场后，积极配合各专业队开展救援工

作。各岗位人员应佩戴好防护器材、坚守岗位，并做好紧急停车的准

备。

4、应急办公室接到报警电话后，应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戴好防

毒面具进行搜寻中毒或受伤人员，若发现中毒的伤员应立即救出毒

区，设立临时警界，并引导无关人员撤离事故现场；命令发生事故的

部门及一定区域内停止一切明火作业，所有电器设备和照明保持原来

状态，机动车辆就地熄火。对抢险人员进行救护和供给防毒器材；配

合医生对受伤者实施救护工作。按战术及实施要求，稀释、掩护排除

故障。协助发生事故的部门迅速切断事故源和排除事故现场的易燃易



爆物品，查明泄漏部位及范围后，立即报告指挥部，供指挥部做出局

部或全部停车的决策参考。

5、指挥部成员到达现场后，根据事故状况及危害程度、下达相

应的应急救援命令。如大量泄漏，一时难以控制，迅速通过广播或其

他方式有序地疏散处于危险区的员工及群众，或指导其采取简易有效

的保护措施。如扩散危及到厂外人员安全时，应迅速组织有关人员协

助地方政府，疏散污染范围内的居民及其他人员。并按专业分工向主

管部门报告，如持续时间长，应随时将事故变化及处理情况简要报告

上级部门，必要时应请求支援。

6、生产、安全环保管理部门到达事故现场后，会同发生事故的

部门查明泄漏部位及范围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局部或全部停车的

建议，若事故有扩大趋势，则按紧急停车程序处理。

7、消防应急组到达现场后，应迅速在事故现场周围设岗哨，划

分禁界区并加强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8、医疗人员到达现场后，与后勤疏散组配合，积极进行现场救

治。对中毒人员应根据中毒症状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对重症者

立即送医院治疗。

9、环保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查明泄漏浓度和扩散情况，必要

时报告地方环保部门。并根据当时的风向、风速判断扩散的方向速度，

对泄漏点下风扩散区进行监测分析，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指挥部。

10、当事故得到控制后，应迅速开展如下工作：成立由法人或经

理任组长，安全、环保、保卫生产技术部门和发生事故的部门组成的

事故调查小组，查明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落实防范措施，尽快

恢复生产。

主要应急措施如下：

A、废气非正常排放而引发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理措施



（1）因操作失误、停电、设备失修、工艺失控等原因造成废气

非正常排放，导致环境污染时：

a.立即停止投料；

b.操作人员立即上报事故性质及排污情况；发生部门查明原因，

查找气体非正常排放部位；

c.查明能否控制局面，若自行不能控制，则迅速向上级报告；

d.当污染环境得到控制后，制定防范措施，尽快恢复生产；

e.涉及设备损坏的情况，操作人员保护好现场，等待调查；

f.如是二氧化硫、硫酸雾非正常排放，立即开启尾气吸收塔，通

过碱液吸收使事故排放的影响降到最低。

g.如属于Ⅰ、Ⅱ级事件的，环境保护组应在事故处置过程中配合

上级监测部门进行应急监测，待监测结果达标后方能恢复设备运行。

（2）因操作失误、停电、设备失修、工艺失控等原因造成烟尘

非正常排放，导致环境污染时：

a.立即停止投料；

b.操作人员立即上报事故性质及排污情况；发生部门查明原因，

查找气体非正常排放部位；

c.检查除尘系统单元是否有破损，组成抢修小组，制定并实施抢

修方案。

d.查明能否控制局面，若自行不能控制，则迅速向上级报告；

e.当事故得到控制后，尽快恢复生产；

f.涉及设备损坏的情况，操作人员保护好现场，等待调查；

g.如属于Ⅰ、Ⅱ级事件的，环境保护组应在事故处置过程中配合

上级监测部门进行应急监测，待监测结果达标后方能恢复设备运行。

B、循环水池满溢、垮塌而引发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理措施

（1）当循环水池出现满溢、垮塌时，立即报告应急办公室；



（2）启动应急预案，应急领导小组迅速调集抢险维修组赶赴现

场，同时调动各应急相关部门及后援力量做好响应准备；

（3）抢险维修组立即对事故地点、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和程度

等进行初步调查分析，形成初步意见，及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确定

应急处置方案，并上报剑川县环保局；

（4）实施应急处置方案，停止投料，启用应急事故处理池；

（5）配合协助环保部门对污染区域进行全面调查；

（6）在确认污染事件现场处理妥当后，应急领导小组下达现场

应急工作结束指令。

C、硫酸泄漏而引发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理措施

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时，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

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好面罩，穿化学

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堵漏。少量泄漏

时，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

置。大量泄漏时，利用围堰进行收容，然后在低洼处用泵引入高位槽

进行暂存后逐渐回用。

并向应急指挥部报警，报警人员应简要说明事故地点、泄漏介质

的性质和程度、有否人员受伤等情况。若发生人员受伤事件，应立即

转移至医院。

应急指挥部接到报警后，要正确分析判断，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

控制事故扩大，并根据事故性质通知相关救援小组到现场进行救援。

接到通知后，各小组应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施救工作，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堵漏。进入有毒、有害介质泄漏区域施救时，人员必须配备必要

的个人防护器具。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事故状态

下泄漏出的物料及清洗废水必须收集并送至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后

勤保障组接到通知后迅速设置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并根据当时风向，组织下风方向人员撤离有毒、有害介质可能污染的

区域至安全地带。在泄漏介质可能对社会环境造成影响时，由应急指

挥部向上级政府通报事故情况，取得支持和配合。

事故发生后要注意保护现场，由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事

故调查，分析原因，在 24小时内填写“紧急情况处理报告书”，向

总指挥报告，必要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D、渣库失稳风险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当渣库出现失稳时，事故发现者必须立即报告公司应急指挥办公

室及应急救援指挥部，抢险维修组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实

施豁口堵截、加固，坚决堵截尾渣冲入下游。后勤保障组组织装载机、

挖掘机、运输车辆，就近取土石堆筑在该坝附近，确保将尾渣堵截在

渣库内。

渣库边缘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易滑动沉陷。主要处理措施是按

渣库安全操作规程设置反坡、设置土挡，并修建挡墙。当渣库发生大

面积滑坡、坍塌事故时,应急救援指挥办公室在组织、协调、调度、

指挥各应急救援部门进行救援抢险的同时，将事故状况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告。警戒疏散组人员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及有关政府部门紧急疏散

渣库周边可能受影响的村民。医疗救护组备齐急救所需药物和器具赶

往事故现场救助受伤人员。后勤保障组负责所需人员、物资的输送，

确保抢险人员和救援物资、器材能及时投入救援抢险中。生产控制组

向工程技术人员提供采场边坡和渣库相关信息资料，并由工程技术人

员在较短时间内研究制定出工程抢险抢修方案，上报应急抢险现场指

挥部，交抢险组实施。后勤保障组保正抢险人员的淡水和食物的正常

供给。当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导致边坡和渣库因渗水而产生局部坍

塌，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在组织、协调、调度指挥各应急救援小组进行

救援抢险的同时，将事故状况报告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应急抢险



救援小组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组的领导和指挥下对边坡、渣库进行削

坡减负工作并用沙袋填堵滑坡体下方，减小和阻断蔓延面积。后勤保

障组调用多台采装设备进行救援，以减小滑坡体对下方建筑设施、农

田、村庄造成较大损失，并搜救受困设备及人员。各救援抢险小组坚

守岗位，各司其职。

如发生渣库渗漏，处理原则是“内截、外排”。内截就是在坝的

上游封堵渗漏入口，截断渗漏途径，防止渗入。外排就是在坝的下游

采用导渗和滤水措施，使渗水在不带走土颗粒的前提下，迅速安全地

排出，以达到渗透稳定。

当发现有滑坡征兆或有滑动趋势但尚未坍塌时，应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抢护，防止险情恶化；一旦发生滑坡，则应采取可靠的处理

措施，恢复并补强坝坡，提高抗滑能力。抢护中应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滑坡抢护的基本原则是：上部减载，下部压重，即在主裂缝部位进行

削坡，而在坝脚部位进行压坡。尽可能降低库水位，沿滑动体和附近

的坡面上开沟导渗，使渗透水能够很快排出。

E、危险废物管理、处置不善引发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理措施

当发生危险废物流失、泄漏、扩散等意外事故时，发现者应保护

现场，并向应急救援办公室报警，报警人员应简要说明事故地点、泄

漏介质的性质和程度、有否人员受伤等情况。应急救援办公室接到报

警后，要正确分析判断，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控制事故扩大，并根

据事故性质通知相关应急救援小组负责人到现场进行救援。事故发生

部门应立即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应急指挥人员及时组织开展应急处

置，立即按岗位操作法、紧急情况处理方法处理，迅速撤离泄漏污染

区人员，严格限制出入。

按照以下要求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确定流失、泄漏、扩散的危险废物的类别、数量、发生时



间，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2）组织有关人员对发生危险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处理；泄

露量小时，首先是堵住漏洞，阻止再泄漏；其二就是尽快收集泄漏出

来的危险废物，将其装入包装容器内；三是清理或者清洗被沾染的地

面，将清洗液收集装入容器内。泄露量大时，用吸附棉、吸附垫、沙

土等吸收废液或泄漏的油品，产生的废物送到指点地点，按危险废物

处置，必要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3）处理被危险废物污染的区域时，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现场人

员及环境的影响，相关人员在处理危废时，必须佩戴防护眼镜、口罩、

手套，现场禁止带火种。

（4）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及受污染的区域、物品

进行消毒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以防扩大污染。

（5）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后进行工作。处理工作结

束后，应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预防类似

事件发生。

（6）在泄漏介质可能对社会环境造成影响时，由应急救援办公

室向地方政府通报事故情况，取得支持和配合。

（7）事故发生后要注意保护现场，由应急救援办公室组织有关

人员进行事故调查，分析原因，在 24小时内填写“紧急情况处理报

告书”，向总指挥报告，必要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3.7 现有应急物资与装备、救援队伍情况

3.7.1 现有应急物资和装备

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配备了必要的应急物资和应急装备，详见表

3.7-1。

表 3.7-1 应急物资一览表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存放地点 保管人姓名 联系方式



1 循环水池 2 厂区

2 防毒面具 4 车间 秦绍田 15287212830

3 防护手套 4 车间 秦绍田 15287212830

4 消防栓 2 车间 丁文山 15125124387

3.7.2 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通讯录及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名单和通讯方式

见表 3.7-2 和表 3.7-3。

表 3.7-2 内部应急救援通讯方式

序号 组织机构 企业对应部门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1 总指挥 法人 唐晓松 13608714809

2 副总指挥 副厂长 唐琥凌 13708793872

3
应急指挥

办公室
办公室 曾从发 13987252190

4 消防应急组 办公室 胡勇 15808771003

5 环境保护组 硫酸车间 丁文山 15125124387

6 抢险维修组 生产动力部 姚建华 13577851838

7 生产控制组 硫酸车间 秦绍田 15287212830

8 伤员救护组 质检部 李金法 13887212830

9 警戒疏散组 生产动力部 窦映培 13577242198

10 后勤保障组 冶炼车间 张洪友 13577206136

11 应急安抚组 冶炼车间 白本寿 13628771649

12
外联接待

信息发布组
财务部 雷晓娟 13508828801

13 企业 24 小时值班电话 17787236306

表 3.7-3 外部应急救援通讯方式



序号 单 位 联系方式

1 剑川县环保局 0872-4523279

2 剑川县安监局 0872-4521086

3 剑川县消防大队 0872-119

4 剑川县公安局 0872-4521174

5 医疗急救 0872-4521086

3.7.2.1 应急指挥结构体系图

图 3.7-1 应急指挥结构体系图

3.7.2.2 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1、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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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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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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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

（1）统一领导、规划厂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2）做出启动或终止厂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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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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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厂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的建设和运转。

4、应急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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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检查、督促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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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厂内突发环境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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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1）消防应急组

实施抢救事件现场受伤受困人员脱离危险现场；组织实施事件现

场消防气防抢险救灾方案；负责现场应急处置人员的防护用品的供

应、发放；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对现场污染物的洗消、合理利用消防用

水及冲洗水。

（2）环境保护组

定期监控环境风险源、应急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事件发生时及

时到场，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分析，明确事件危害性及危害程度，及时

报告办公室；提出污染处置方案，确定事件污染范围，对事件造成的

影响进行评估，制定修复方案并组织实施；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做好环

境监测工作。

（3）抢险维修组

紧急断开阀的关闭确认；电气设备维护与管制；引火源的管制及

切断；污水处理系统对外闸门的关闭；对灾变提供现有的设备及附近

可支持的设备资料。



（4）生产控制组

负责组织事件现场的物料切断、转移，生产设施的运行调整；调

度消防水、新鲜水等动力供应和合理使用；调度其他装置辅助装置污

水排放流程调整；组织救援队伍实施封堵截流、分流系统调控；调度

物料回收、污水处理贮存；组织事后生产恢复。

（5）伤员救护组

负责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

进行紧急救治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安排车辆，确定救

护定点医院；统计伤亡人员情况；根据伤害和中毒的特点实施抢救预

案。

（6）警戒疏散组

负责人员疏散和事件现场警戒；负责保障救援交通顺畅；组织事

件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管理；

维护现场及周围地区的治安秩序。

（7）后勤保障组

负责调配厂内外应急救援物资，保证救援物资供应；负责组织应

急处理所需物资的供应，组织车辆运送污染防治物资；负责协调、调

配应急人员交通、生活物资等后勤保障；保证事件现场通讯畅通无阻；

负责事件现场记录、录像、拍照；拟订指挥部有关信息和通告。

（8）应急安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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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外联接待信息发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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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4.1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经过对企业危险物质的识别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根据《重大危险

源辨识》（GB 18218-2000）标准结合厂区现状，事故风险主要为废

气非正常排放，废水、硫酸泄漏出厂界等。

4.1.1 废气非正常排放而引发的环境污染

车间会产生二氧化硫、硫酸雾、烟尘等废弃物。当废气处理系统

及装置因操作失误、设备失修、腐蚀、工艺失控、停电、设备被破坏

等原因，导致废气处理系统及装置运行异常，污染物非正常排放，造

成大气环境污染。

4.1.2 循环水池满溢、垮塌而引发的环境污染及次生污染

因自然灾害或使用不当而引发循环水池满溢、垮塌事故，导致废

水外泄，将会造成厂区及周围环境污染和其他危害。

4.1.3 危险化学品泄漏引发的环境污染

厂区内存在危险化学品：硫酸。具氧化性、腐蚀性等危险特性。

如硫酸储罐装置出现裂缝、因自然灾害发生硫酸泄漏、或者是在厂区

内的硫酸输送管道发生泄漏，若抢修不及时，未能将泄漏的危险化学

品通过围堰、导流渠等设施进行收集或未能全部收集，或者是未能及

时阻止管道泄漏，一旦发生大面积泄漏，将会对人体健康、员工安全

形成威胁，并造成厂区及周围环境污染，影响周边环境及下游水系。

4.1.4 渣库失稳引发滑坡的环境污染及次生污染

雨季雨水过多，容易导致滑坡。将危害下游道路，引发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冲击下游村庄，发生恶性连锁效应，对下游土地及

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一旦失事，将会给下游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巨大的危害及损失。

4.1.5 危险废物管理、处置不善引发环境污染



厂区产生危险废物为制硫酸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危险废物编号：

HW48，有毒性，暂存量有 1.5t，还没有签订危废处置协议。如管理、

处置不善，发生泄漏、丢失，将会对周围环境及人体健康将造成危害。

4.2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后果分析

4.2.1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1）粗铜冶炼

厂区通过技改取消了 4个烧结锅。冶炼炉废气净化系统，增加了

沉降箱，更换了旋风收尘器，更换了引风机，增大了引风量，增加了

湿法净化塔，清除二氧化硫 50～60%。增加了沉降室。使净化效率大

大提高，由于引风量增加，防止了烟气从冶炼炉炉口逸出，减少了未

净化烟气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非正常排放（烟气净化系统运转不正常或发生事故）时，烟气

中二氧化硫浓度提高，此时对周围环境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山林的

影响。

（2）硫酸生产

厂区主要废气污染源吸收塔废气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SO2最大

落 地 浓 度 为 0.296mg/m3, 占 《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日均浓度值 59.2%，小于空气环境质量

标准的要求。

特征污染物硫酸雾对地面的最大浓度贡献为 0.0143mg/m3,占《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表 1 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最高

允许浓度一次浓度标准值得 4.8%，远小于标准值。

在非正常排放下，厂区排放的 SO2短时浓度在小风静风条件下对

环境影响的浓度均未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

级标准的要求，最大超标 3.89 倍；排放的硫酸雾短时浓度在各种预

测条件下对环境的浓度一次浓度标准的要求。



厂区正常排放时所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及关心点的影响能

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的要求。厂

区所在地大气稳定度呈中性较高的地区，地形复杂，受局地气象条件

的影响，当出现逆温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特别是早中晚时

的污染物容易在盆地低富集，此时可能发生污染事故。另外受静风的

影响，特别是在非正常排放的情况下，也会在厂区和周边造成大气污

染。

4.2.2 水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1）粗铜冶炼

冶炼炉夹套冷却水、水淋净化塔石灰乳循环使用，炉渣淬渣不外

排。我厂职工排放的生活污水量较小，对周围地表水不会产生影响。

（2）硫酸生产

①生产废水：由于生产废水可以做到零排放，因而生产过程不对

外界水环境造成影响。

②地坪冲洗水：设备冲洗及车间卫生排水为间接排放，其中设备

清洗大约 3 个月一次，每次排放量约 1.5m³/次，厂区设置污水沟，设

备冲洗及车间地坪冲洗水通过污水沟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经中和处理

后输送至金属冶炼厂作为冲渣水。

③初期雨水影响：初期雨水通过设置的初期雨水收集沟外排至污

水处理系统，经中和处理后输送至金属冶炼厂作为冲渣水。

④生活污水：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入厂区下游箐沟集

水池，集水池澄清液返回至金属冶炼厂生产用水池，其不对外排放。

⑤厂区全面实行雨污分流，设置了两套收集系统，使雨水（不含

初期雨水）及清水不进入污水处理系统以减少污水处理系统的处理负

荷。

所以，厂区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也不



会增加地表水体的纳污负荷。

4.2.4 声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1）粗铜冶炼

主要噪声源为各类风机和水泵，源强为 70-95dB(A)，未采取降

噪措施。运行中，厂界噪声将超过标准，由于厂址附近无居民居住，

不会对人群产生影响。

（2）硫酸生产

产生噪声的设备为焙烧炉高压风机、二氧化硫风机，声源噪声值

在 77.3～79.2dB(A)。所以的风机均采用消声器或厂房屏蔽进行消声

降噪，有一定效果。

厂区附近最近的居民点江长门村，距厂区有 2000m，厂区为于剑

兰公路旁，不属于声环境状况敏感区，噪声主要的影响对象为本场的

生产工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4.2.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1）粗铜冶炼

冶炼废渣与丽江水泥厂达成了出售协议，所以废渣对周围环境污

染影响不大。

（2）硫酸生产

根据厂区生产工艺特点和性质，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两类废渣，

一类是焙烧沸腾炉产生的焙砂，另一类则是处理酸性废水产生的酸泥

（主要成分硫酸钙）。

厂区生产采用“3+2”两转两吸生产工艺技术，具有先进成熟、

实用可靠的优点，能耗低、污染小，符合清洁生产的原则，厂区针对

不同污染源和特征污染物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治理措施，取得良好的

效果。



5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

5.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1、针对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环境风险单元编制了《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建立了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明确了环境风

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机构，全面落实了定期巡检和维护责任制度；

2、厂区均按照环评批复的要求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

施；

3、定期对职工开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在厂

区显著位置标识风险物质危险特性、急救措施等标识牌，每月开展班

组安全教育活动，不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专题培训。

5.2 环境应急资源

1、已经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应急装备，详见表 3.7-1。

2、厂区已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队伍，拥有一批常

备不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置

措施的预备应急力量；积极组织各类应急演练，经常与上级指挥部门

专家组开展经验交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和信息上报制度，保证在突

发事故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

置工作。

3、厂区的外部救援机构均为政府职能部门或服务性组织，厂区

虽未与有关部门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或互救协议，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

件，通过信息传递需要实施外部救援时，相关部门本着“以人为本，

快速响应”的原则，能迅速对本厂进行应急救援。

5.3 需要整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项目内容

根据对厂内的环境风险及其后果分析，结合厂内现有环境风险防

控与应急资源调查情况，厂区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健全，制定了环境风



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应急资源满足环境风险应对的需要。厂区暂无需

要长期、中期整改的项目。短期内将现场检查发现应急物资被用后，

将未及时补充的物资进行补齐，积极商洽危废的处置方式，尽快签订

危废协议，设置事故应急池，防止事故废水流出厂外。



6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

根据厂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

长期、中期短期实施计划，计划如下：

长期：加强企业员工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增强员

工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的意识；

中期：定期识别、评价厂区环境因素，形成《环境因素登记与评

价表》，对识别出的重要环境因素制定控制策划，实施策划消除环境

危害隐患；定期对各分厂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责任和人员的落实情

况、风险防控措施等进行检查；定期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演

练，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预案。

短期：检查应急物资的配备情况，对配备不足的进行补齐。检查

渣库的建设情况，签订危废处置协议，设置事故应急池。



7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通过定量分析企业生产、加工、使用、存储的所有环境风险物质

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Q），评估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按照矩阵法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以下简称环境风险）等级进行划分。环境风险等级划分为一般环

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环境风险三级。评估程序见图7-1。

图7-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流程示意图

7.1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值比值

计算所涉及的每种环境风险物质与临界量的比值（Q），计算公

式如下：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

计算设计附录B环境风险物质数

量与其临界量比值（Q）

生产工艺与风险控

制水平（M）
环境风险物质数量

与临界量比值（Q）

环境风险受体

敏感性（E）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矩阵

一般环境风险 较大环境风险 重大环境风险

Q＜1

Q≥1



n

n

Q
q

Q
q

Q
qQ  ...

2

2

1

1

式中：q1、q2……qn——每种危险物质实际存在量，t。

Q1、Q2……Qn——每种环境风险物质的临界量，t。

当 Q＜1 时，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以 Q 表示；

当 Q≥1 时，将 Q 值划分为：（1）1≤Q＜10；（2）10≤Q＜100；

（3）Q≥100，分别以 Q1、Q2 和 Q3 表示。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及《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附录 B《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及

临界量》，结合厂区实际情况，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涉及到的化学品

是硫酸，但硫酸的浓度达不到附录 B中的发烟硫酸，因此本厂生产的

硫酸不属于环境风险物质。因此本厂环境风险物质与临界量比值（Q）

之和小于 1，所以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风险等级直接评为“一般环境

风险”，用 Q表示。

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

2016 年 9月 23 日



《剑川有色金属冶炼厂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修改清单

修改内容 报批稿页码

识别出了原料仓库、渣库、危废暂存间 8

增加了二氧化硫、三氧化硫非正常排放的

防范措施
13

增加了渣库失稳引发滑坡的防范措施 15

危险废物管理、处置不善风险事故的防范

措施
15

渣库失稳风险事故的应急处理措施 20

危险废物管理、处置不善引发环境污染的

应急处理措施
21

修改了剑川县环保局的联系电话 24

增加了原料仓库、渣库、危废风险源事故

环境影响分析
28

增加了需要整改的短期内容 33

增加了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的短期

实施计划
34

细化了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值比值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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