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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真爱毯业科技有限公司应急资源调查表

一、调查目的和任务

查清企业环境应急资源现状，为建立企业环境应急资源数据库和管理信息平

台提供统一完整、及时准确的基础资料和决策依据，为加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管

理能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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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事业单位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19年 3月 1日发布的《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

（试行）》文件，企事业单位环境应急资源调查参照 C.2报告表，具体详见下表

2-1。

表 2-1 企业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

1、调查概述

调查开始时间 2020年 5月 29日 调查结束时间 2020年 6月 10日
调查负责人姓

名
王亚伟 调查联系人/电话 13515892099

调

查

过

程

预案编写

及评审

已发布实施的预案有：

☑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预案

□无

是否进行过应急预案的年度评审与修订？ □ 是 ■否

是否建立了应急救援指挥系统：■是□否

一、应急指挥部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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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内部联络名单

姓 名 机构 手机

郑其明 总指挥 13957929848
毛森贤 副总指挥 13738990859
吴明贤 生产科/应急指挥部成员 18757851081
厉巽巽 办公室/应急指挥部成员 13750989278
刘晓斌 警卫室/应急指挥部成员 13867902466
俞宏斌 综合协调组组长 13588687035
邓烈烈 综合协调组成员 18267979927
漆刚 综合协调组成员 1386896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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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利民 现场救援组组长 15958975333
周李君 现场救援组成员 13575975100
王亚伟 环境保护组组长 13515892099
牛海军 环境保护组组员 15267415425
周李军 后勤保障组组长 13575975100
吴跃斌 后勤保障组组员 13516946077
毛青山 技术保障组组长 15068067398
俞宏斌 技术保障组组员 15914538824
陈坤 技术保障组组员 18267099380

24小时值班电话 89982893

三、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工作职责

小组名称 工作职责

综合协调组

1、迅速通知应急指挥部、各应急工作专业处置小组及有

关部门、车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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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2、 配合指挥部调动应急物资、应急人员；

3、负责具体落实各应急工作专业处置小组应急工作，分

配各应急小组组长工作任务；

4、接到报警后，划定事故现场境界区域，维持厂区道路

交通秩序，引导外来救援力量进入事故发生点，严禁外

来人员入场围观；

5、到事故发生区域封路，指挥抢救车辆行驶路线，指挥

群众正确疏散；

6、采用互联网、电视、广播等信息方式定期对外发布事

故救援情况，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猜测造成负面影响。

现场救援组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现场救援小组根据事故现场情

形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具；

2、负责搜救伤员，现场医疗急救，联系/通知医疗机构救

援，陪送伤者，联络伤者家属；

3、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消防与灭火，消防废水引入应急池；

4、根据应急指挥部下达的抢修指令，迅速抢修设备、管

道，控制事故，以防扩大；

5、负责泄漏处应急堵漏，对泄漏化学危险品及其他受威

胁的物品进行收集、转移；

环境保护组

1、负责事故污染区域的洗消工作；

2、负责各监测设备的维护与取用；

3、事故池中 pH值、石油类等浓度监测；

4、协助外部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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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组

1、负责各种应急物资和设施的采购供应；

2、负责各种应急物资的管理和维护；

3、后勤保障组在接到报警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准备

抢险抢救物资及设备等工具；

4、根据生产部门、事故装置查明事故部位管线、法兰、

阀门、设备等型号及几何尺寸，对照库存储备，及时准

确地提供备件；

（1）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单位联系；

（2）负责抢救受伤、中毒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3）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运输；

（4）负责医疗物资维护与分发；

（5）协助其他小组应急。

技术保障组

1、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应急机制、处置措施提供技

术方案、处置办法；

2、负责现场救援、事故处置过程中生产系统的开、停调

度；

3、指导现场附近居民和抢险人员自身防护，确定人员疏

散范围的建议；

4、对环境污染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

并提出相关建议。

5、负责对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理。主要内容有：

（1）负责公司各类危废的台账记录、上报：

（2）负责公司危废转移、运输过程的管理；

（3）负责转移联单的填报及上报；

（4）对公司危废日常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审核；

（5）危废突发事件现场协调、处置

单位存在

的主要危

险源

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包括下列哪几种？

□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贮罐或贮罐区；

□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库区；

■具有火灾、爆炸、中毒危险的生产场所；

□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

■锅炉；

□煤矿（井工开采）；

□金属非金属底下矿山；

□尾矿库。

单位发生

过的灾难

或事件

发生过下列中的哪一种灾难或公共事件？

A.自然灾难；

□地震□大风及沙尘暴□洪涝□雷电□龙卷风

□干旱□浓雾、冰雪天气□暴雨、雷电天气□泥石流■无
B.事故灾难

□火灾事故□燃气事故□煤气泄漏□人防工程事故

□爆炸□危险化学品事故□特种设备事故□道路交通事故

□建筑施工突发事故□公共供水突发事件□公共排水突发事件

□桥梁突发事故□城市地下管线突发事件□重特大电力突发事件

□供热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突发事故■无
C.公共卫生事件

□食物中毒□鼠疫、炭疽、霍乱、SARS、流感等□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无

D.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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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校园安全稳定事件□重特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公共场所滋事事件

□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重大恐怖事件和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无
2、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如果为“有”，应附相应调查表）

应急资源情况 资源品种：20种；

是否有外部环境应急支持单位：■有，2家；无

3、调查质量控制与管理

是否进行了调查信息审核：■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信息档案：■有；□无

是否建立了调查更新机制：■有；□无

4、资源储备与应急需求匹配的分析结论

□完全满足；□满足；■基本满足；□不能满足

5、附件

5.1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汇总表

企事业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浙江真爱毯业科技有限公司

物质库位置 门卫室（应急物质仓库） 经纬度
东经：120° 3' 44.9418"
北纬：29° 15' 34.6998"

负责人
姓名 刘晓斌

联系人
姓名 蒋利民

联系方式 13867902466 联系方式 15958975333
环境应急物质信息

物资类别 设施和物资 数量 用途 存放位置

消防物资

消防栓 200各 火灾抢险 各相关区域

消防水带 240条 火灾抢险 各相关区域

灭火器 800个 火灾抢险 厂区

消防桶 10个 火灾抢险 应急橱柜

医疗物资

医药箱 15个 医疗救护 办公室

洗眼器 3个 医疗救护 车间

防毒面具 2个 医疗救护 车间

堵漏物资

石灰 1吨 堵漏 污水站

沙土 4吨 吸附、堵漏 污水站

沙袋 30个 堵漏 污水站

有盖空桶 50个 应急储存 仓库

专用手套 20双 应急处置 应急橱柜

雨鞋 20双 应急处置 仓库

监控系统 1套 日常监测 门卫室

CODcr检测仪 1套 应急监测 污水站

标示物资
标志袖章 5个 应急处置 应急橱柜

警戒带 2卷 应急治安 应急橱柜

其他物资

应急灯 140盏 夜间应急 车间

消防池 1个 消防用水 厂区

备用发电机 3台 应急处置 配电房

应急泵 2个 应急处置 污水站

应急池 1座 应急处置 厂区内

石灰 1.2吨 应急处置 污水站

亚铁 4吨 应急处置 污水站

环境应急支持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主要能力

1 义乌市消防大队 119 灭火救援、社会救援

2 义乌市应急管理局 85212307 安全生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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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义乌市公安局 110 维护社会治安

4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义乌分局 85364411 环境保护

6 义乌市水处理责任有限公司 85319722
加强村民委员会的指

导、提高、培训村民自

治能力等

7 浙江梦融袜业有限公司 13957935531
互助单位

8 义乌市利达针织有限公司 18906896052
9 浙江慕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057985553577 应急监测

5.2 环境应急资源管理维护更新等制度

（1）为进一步完善我公司应急资源数据库，动态管理应急资源信息，及时更新维护应急资

源数据，为有效防范处置突发事件提供有力保障，制定本制度。

（2）我单位应急指挥小组负责统一规划、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公司应急资源数据管理工作；

（3）负责建立全公司应急资源数据更新维护情况通报制度，将结果定期通报各部门；

（4）负责全公司应急资源数据安全工作，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安全防护措施；

（5）建立可持续的应急资源数据更新机制，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现势性，满足应急管理的

实际需要。责任部门要明确责任人，制定数据更新策略，原则上数据有变化要随时更新。对

于经常变化的应急资源数据，至少每季度更新一次；

（6）遵循“谁采集，谁负责，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责任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标

准采集、录入所负责的应急资源数据，所录入数据必须完整、规范、准确，并负责所录数据

的后期更新、维护和管理。

（7）建立应急资源数据的安全保密机制，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保密规定处理涉密信

息。对信息管理系统的本单位账户和密码信息实行专人负责制，严禁外泄。

（8）每周要对消防通信进行检查，应进行控制室与所设置的所有电话进行通话实验；

（9）每周要检查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是否齐备，是否处于安全无损和适当保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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