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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405 固废仓库火灾救援演练方案 
    一、演练目的 

    1、验证《雅本化学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的可操作性，找出应

急救援预案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地方； 

    2、检查并提高应急救援的启动能力； 

    3、检查所有应急队伍及应急人员是否已经熟悉并履行了职责，

及应急队伍和应急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能力，验证建立的报警、

通信联络渠道是否畅通； 

    4、检查应急人员对救援工具等抢险器材、装备的熟练程度，提

高抢救的效率； 

    5、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遇到重大事故时的心理素质。 

    二、演练时间 

    2021 年 1 月 18 日 14 点 00 分－15 点 30 分 

    三、演练地点 

405-1 固废仓库 

四、演练前准备 

1、演练前三天张贴演练通知，向全厂通报演练时间、地点、内

容等事项； 

2、提前准备好各种演练物资（详见附件 4：《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物资一览表》）； 

3、演练当天上午召开参演人员的培训会议； 

4、演练前一小时布置演练现场场景。 

五、演练内容 

    14:00  由演习总指挥毛总宣布演习开始 

14:02  发现与报警 

消控室人员镇永梅发现 405-1 仓库烟感报警，迅速通知现场员工

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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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现场处置 

环保部经理张琪组织现场人员进行现场处置。 

14:05  现场火势有扩大趋势，安全部经理夏锡荣向总指挥毛总

汇报现场情况，请求启动应急预案。 

总指挥同意启动应急预案。 

夏经理通知消控室使用消防应急广播通知各应急救援小组到事

故现场参与救援。 

14:08  应急响应 

3 分钟内各应急小组成员就位完毕，按照职责分工在总指挥的指

挥下开展应急救援。 

14:50  完成全部演练科目。 

15:20  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参演人员列队，总指挥点评演练。 

15:30  收拾整理现场应急物资。 

六、演练注意事项 

1、参加演习人员要保护好自己，防止发生事故。 

2、参演人员不能因是演习而有拖延、敷衍情况，应熟悉将要执

行应急响应结构、功能和程序，根据模拟场景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

在最短的时间内执行好应急任务。 

3、各参与人员要严肃认真，并履行自己的角色。 

4、演习过程中若发生真正紧急情况时可立即终止、取消演习的

程序，迅速、明确地通知所有演习人员从演习转到真正的应急救援工

作。 

5、参加演练人员对讲机均调至 16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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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405 固废仓库火灾救援组织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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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相 关 职 责： 

1.总指挥工作职责 

  （1）统一指挥、领导应急救援工作； 

  （2）组织制定本公司生产安全应急救援预案； 

  （3）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综合演练； 

  （4）启动和终止公司级应急救援预案，做出应急救援决策； 

  （5）通报外部机构； 

  （6）决定请求外部支援； 

  （7）执行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指令； 

（8）组织事故调查、处理，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上级单位事故调

查、处理。 

2.副总指挥工作职责 

（1）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工作，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

下，行使总指挥职责。 

  （2）组织筹备、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的应急救援教育和培训； 

  （3）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4）调动各部门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3.现场指挥工作职责 

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4.消防抢险组工作职责 

当事故发生时，根据事故的性质，立即组织救援抢险队员，控制

危险源，开展灾害扑救、现场人员搜索、设备容器的冷却、破拆、堵

漏及人员疏散等工作。 

（1） 熟悉产区各部门（车间）的情况及各类机械设备、物料

的特性、特征。 

（2）熟悉各种灭火器材、设施的用途、操作方法、存放地点及

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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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各种抢险方法、线路和抢修工具、器械、配件的存放

地点等。 

（4）当发生事故时，全组人员必须迅速赶到事故应急集合点，

听从组长的安排，根据指挥部的命令，迅速开展火灾扑救、人员及

物资抢救和事故抢险、抢修工作。 

（5）公安消防到达现场后，协助公安消防队的消防抢险工作。 

（6）负责协助公安消防队在事故控制后的现场洗消工作。 

5.医疗救护组工作职责 

其任务是负责联系医疗机构，组织抢救现场受伤、中毒人员。 

（1）组织建立卫生救援队伍，做好医疗救护的准备； 

（2）迅速派出医疗救援队伍，抢救伤病人员，并及时救护与转

送。 

6.疏散引导警戒组工作职责 

其任务是负责现场治安、警戒、交通管制、指挥员工疏散。 

（1）发生事故后，根据事故情况配戴好防护服、防毒面具等，

迅速奔赴现场；根据火灾爆炸（泄漏）影响范围，设置警戒线，维护

现场交通秩序，保障厂区内外道路畅通。 

（2）保护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引导外来救

援力量进入事故发生点，对出入事故现场的人员做好记录； 

（3）负责事故和受波及区域的员工（或群众）安全疏散和安置

工作（集结、清点等）。 

（4）负责疏散物资的安全保卫工作。 

7.环境监测组工作职责 

其任务是负责事故现场及下方向环境实时监测，划定疏散安全区

域。 

（1）发生事故后，根据事故情况配戴好防护服、防毒面具、便

携式气体检测仪等，迅速奔赴现场； 

（2）将雨水管网阀门切换至事故应急池； 

（3）监测事故发生现场下风向大气环境，并根据监测数据设立

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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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调查处理。 

8.工艺应急处置组工作职责 

（1）参与制定工艺应急处理方案，组织落实工艺技术方面的应

急措施。 

（2）指挥、协调、检查相关单位进行工艺应急处理。 

（3）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故处理情况。 

（4）参加跑、冒、漏物料、设备、火灾、爆炸事故的调查处理

工作。 

（5）安排工艺应急处置人员 24小时值守。 

9.物资和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 

（1）保障应急救援物资、器材、个人防护用品的储备管理紧急

采购工作。 

（2）运输和应急救援人员的交通车辆安排等工作。 

（3）负责在应急状态下的后勤保障工作。 

10.通讯联络组 

（1）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通讯联络，保证通信畅通。 

（2）负责各小组之间的协调以及与外部机构的联系协调。 

11.专家组 

（1）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 

（2）为事故处置提供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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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急队伍人员 

（1）总指挥：毛海峰 

（2）副总指挥：陆华 

（3）现场指挥：夏锡荣 

（4）消防抢险组   组长：郭杰           

组员：周德坤 、李志华、朱秋可、桑建亮、王卫东、周威银、陆崇

泉、韶晶晶、柴永杰、杨军、徐崇进、隋龙 

（5）警戒疏散引导组  组长：朱其全  组员：关盟飞、周小强 

（6）医疗救护组      组长：陈国平    组员：王信凯 

（7）环境监测组      组长：张琪   组员：武新力、顾楠 

（8）工艺应急组      组长： 吕剑   组员：张必华、张克建、陈

云、饶星星、肖方亮 

（9）物资和后勤保障组  组长：张宇  组员：魏东、徐丽婷 

（10）通讯联络组     组长：张蒙    组员：冯亭亭、徐周 

（11）专家组：  张旭亮、吴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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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物资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叉车 1部  

2 医药箱 1只  

3 警戒带 1卷  

4 对讲机 12部  

5 重型防护服 2套  

6 消防水带 2根  

7 直流枪头 2只  

8 装满洗消液的洗消器 1只  

9 VOC 检测仪 1台  

10 站位牌 11只  

11 移动泡沫推车 1辆  

12 正压式呼吸器 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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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演 练 主 要 台 词 提 示 

时间 演习内容 地    点 动  作  与  讲  话 

13:50 参演人员集中 
405仓库东侧雅本大

道 

由总指挥进行演习前动员 

14:00 宣布演练开始 
总指挥：现在，我宣布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2021 年 405-1固废仓库火灾事故应急救

援演练开始。 

14:02 发现 消控室 

消控室人员镇永梅发现 405-1仓库烟感报警，迅速通知现场员工进行查看。 

镇永梅：环保部、环保部，405-1仓库多处烟感报警，请立即查看现场有无火情。 

张兴福：收到，我立即查看现场。 

张兴福：张经理，405-1 固废仓库有较大烟雾，一只残液桶着火了。 

张琪：收到，请立即组织现场人员佩戴好正压式呼吸器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赶

赴现场） 

14:03 初期处置 405-1 

张兴福、沈高峰使用灭火器进行火灾扑救过程中，周边吨桶也着起火。 

张琪：夏经理、夏经理，我是张琪。405固废仓库发生火灾，现场处置已无法控制火灾。 

夏锡荣：收到，我立即报告总指挥，请求启动公司应急预案。 

14:05 应急响应 

临时指挥部（为方便

演练，根据当天风向

设置在 405仓库东侧

雅本大道） 

夏锡荣：毛总、毛总，我是夏锡荣，405固废仓库残液桶发生火灾，我正赶往现场，请

求立即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 

毛海峰：立即启动公司应急救援预案，我马上赶到现场。用消防广播通知各应急救援

小组带好装备立即赶往 405 仓库东侧雅本大道集合。 

夏锡荣：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405固废仓库残液桶发生火灾，请通知应急救援小

组人员携带装备迅速赶往 405仓库东侧雅本大道集合。 



 

 10 

消防控制室镇咏梅：各应急救援小组请注意，405-1固废仓库发生火灾，请各小组携带

应急救援装备立即赶往 405 仓库东侧雅本大道集合。 

14:08 

（各小组组长带领本组成员赶到指挥部报到） 

郭杰：总指挥，消防抢险组赶到，请指示！ 

朱其全：总指挥，疏散引导警戒组赶到，请指示！ 

陈国平：总指挥，医疗救护组赶到，请指示！ 

武新力：总指挥，环境监测组赶到，请指示！ 

吕剑：总指挥，工艺应急处置组赶到，请指示！ 

张宇：物资与后勤保障组赶到，请指示！ 

张蒙：总指挥，通讯联络组赶到，请指示！ 

张旭亮：总指挥，专家组赶到，请指示！  

总指挥：各小组，405固废仓库发生火灾，现在我宣布，立即启动应急程序。 

总指挥：医疗救护组陈国平，现场做好对伤员的救护准备工作。 

陈国平：是。 

总指挥：抢险组郭杰，请立即通知消防控制室启动消防泵，保证消防供水，安排义务

消防员使用移动式泡沫灭火车进行灭火，同时构建围堰及时收集废水。 

郭杰：是。（消防抢险组立即出发，两人去推泡沫推车，两人连接进出口水带佩戴正压

式呼吸器、穿重型防化服进入 405固废仓库进行火灾扑救） 

总指挥：警戒组朱其全，立即进行周边警戒，通知下方向人员迅速撤离。 

朱其全：是。（警戒组立即开始拉警戒线，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405仓库周围，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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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向人员撤离，并反复通告风向及撤离路线。） 

总指挥：环境检测组张琪，立即对现场周边进行监测，每分钟向我汇报一次。 

张琪：是。（立即带人进行监测） 

总指挥：环保车间立即将雨水沟阀门切至事故应急处。 

吴海峡：是。（通知褚平将雨水沟阀门切换至事故应急处） 

总指挥：请现场指挥夏锡荣立即赶到抢险现场进行指挥与协调，及时保持联系。 

夏锡荣：收到。 

14:30 抢  险 405-1固废仓库 

夏锡荣：总指挥，抢险组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灭火 

总指挥：好的，请抢险人员注意安全。 

张琪：总指挥，环境监测组对周围检测未发现异常（以后每分钟报一次数据）。 

总指挥：好的。 

14:45 扑救成功 405-1固废仓库 

（经过努力火势得到控制，郭杰向夏锡荣报告现场明火被扑灭） 

夏锡荣：总指挥，明火已经扑灭 

总指挥：好的！使用消防水对周边吨桶进行冷却，继续监视，防止复燃。 

现场指挥夏锡荣向总指挥报告：报告总指挥，各吨桶已得到充分冷却，现场已无复燃

可能 

14:50 
险情解除与响

应结束 405-1固废仓库 

总指挥：迅速进行现场恢复，恢复过程中要严密监视环境污染状况，做好现场洗消工

作，洗消废水全部排入事故应急水池，避免发生次生污染事故。 

15:20 演练结束 总指挥：“现场我宣布，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405 固废仓库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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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结束，请安全部做好本次演练活动的总结工作，完善公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副总指挥：下面请各应急小组进行列队，请总指挥进行点评，指出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