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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  令 

为提高公司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控制和减少突发事

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司员工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公司的财产安全，树立良好的

社会形象，保障公司可持续安全发展，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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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和《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本预案。 

本预案体系所辖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是公司实施应急救援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用于指导公司突发事件的预防及应急处置行动，公司各部门及其全体员工均应严格

遵照执行。 

 

现予发布，自发布日起施行。 

  

                                   总经理：  

  

                                   日  期： 2020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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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防范意识，规范应急

管理工作，提高公司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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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序号 条文 最新适用版本 实施时间 

国家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4】第 13号 
2014年 12月 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 24号 
2018年 12月 29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6】第 57号  
2016年 11月 7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7】第 69号 
2007年 11月 1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8】第 23号 
2018年 12月 29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9】第 29号 
2019年 4月 23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1】第四十七号  
2011年 5月 1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3】第 4号 
2014年 1月 1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4】第 9号 
2015年 1月 1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8】第 7号 
2009年 5月 1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17】第 81号 
2017年11月4日 

国务院法规及文件 

1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2013】第 645号 2013年 12月 7日 

1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国务院令【2019】第 708号

令 
2019年 4月 1日 

14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2009】549号 2009年 5月 1日 

15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

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2001】302号 2001年 4月 21日  

16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2018】第 561 号 2018年 3月 19日 

17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2007】第 493号

令 
2007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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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最新适用版本 实施时间 

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交通运输部令【2019】第 14

号 
2019年 6月 3日 

19  《港口大型机械防阵风台风管理规定》 交通部交公安法【2003】号 2003年 6月 1日 

20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办发【2013】101号 2013年 10月 25日 

2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

部令第 2号 
2019年 9月 1日 

22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9】第 34

号 
2019年 11月 28日 

23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2011】9 号令 2012年 1月 1日 

24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交通部令【2019】第 8 号 2019年 4月 9日 

25  
《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

指南》 
应急厅【2019】62号 2019年 12月 26日 

地方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26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过 

2017年 5月 1日 

27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0

号 
2012年 9月 1日 

28  
《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鲁安监发〔2009〕124 号 2009年12月4日 

29  
《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第 311 号

令 
2018年1月24日 

30  
《山东省重特大恶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 
鲁政办字〔2013〕146 号 2013年11月18日 

31  《山东省消防条例》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70号） 
2011年 3月 1日 

32  《青岛市安全生产条例》 

青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 

2010年 1月 1日 

33  《青岛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青政办发〔2014〕15号 2014年9月1日 

34  
《青岛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 
青安监规【2018】2号 2018年 12月 1日 

35  《青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青政发〔2015〕6号 2015年3月26日 

36  《青岛市处置火灾事故专项预案》 青政办字〔2015〕90号 2015年9月24日 

37  《青岛市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青政办字〔2015〕112 号 2015年12月1日 

38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突发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 
青西新管发〔2014〕20号 2014年12月23日 

39  
青岛市港航管理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

系》 
—— 2014年8月8日 

国家、行业标准规范 

40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

制导则》 
GB/T29639-2013 2013年 10月 1日 

41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

施导则》 
GB/T38315-2019 2020年 4月 1日 

42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13861-2009 2009年12月1日 

43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6944-2012 2012年12月1日 

44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JTS165-2013 2014年5月1日 

45  《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 JTJ297-2001 2002年5月1日 

46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安全规程》 JT397-2007 2008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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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最新适用版本 实施时间 

4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标

准》 
GB 30077-2013 2014年 11月 1日 

48  
《港口码头水上污染事故应急防备能力要

求》 
JT/T 451-2017 2017年7月4日 

4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

估指南》（参照） 
AQ/T9011-2019 2020年2月1日 

青岛港集团管理文件 

50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 
—— 2016年8月1日 

1.3 适用范围 

1.3.1 本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公司所辖区域内作业场所，包括前湾四期 101#、102#、

103#、104#泊位和前湾港南港区 U1~U5 泊位码头区域、普通货物堆场、辅助仓库、公司变配

电室、办公场所等。 

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布置在 U1泊位对应的空箱堆场后方、南港 9路南端，由青岛港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经营，应急工作由青港物流负责，不在本预案应急处置范围。  

1.3.2本预案适用的对象：公司管理层、各部门、基层队室。 

1.3.3本预案适用的突发事件类型：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高温、寒潮、暴雨、雷电、台风、冰、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

地震灾害，崩岸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和重大生物灾害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公司生产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泄漏、中毒窒息、化学灼

伤、低温冻伤、触电、淹溺、车辆伤害、碰撞码头、其他人身伤害等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等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如新冠病毒、

鼠疫、霍乱、肺炭疽、O157大肠杆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H7N9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

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重大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职工健康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大型活动引发的踩踏、骚乱等事件，滋

事、闹访等群体性事件等。 

1.4 突发事件分类分级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突发事件造成的

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我公司突发事件分级定为以下四级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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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级事故：指造成 3人以上轻伤、急性中毒窒息，或出现重伤、工亡，或经济损失

高于 10万元，或发生较大火灾爆炸事故、大量危险货物泄漏、发生部分海域污染，台风红色、

橙色预警；或其它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 

（2）II级事故，指造成 3人以下轻伤、轻微中毒，发生易燃易爆或有毒危险货物集装箱

少量泄露，发生小范围海域（环境）污染，外来人员进入码头区域非法破等状况；经济损失高

于 3万、低于 10万元，台风黄色预警，或其他较小社会影响的事件。 

（3）III 级事故，指未能造成人身伤害、经济损失高于 5000元、低于 3万元，非易燃易

爆且无毒危险货物集装箱轻微泄露，危险货物集装箱发生碰撞；台风蓝色预警，无社会影响

的事件。 

（4）IV级事故，指未能造成人身伤害、经济损失低于 5000元、无社会影响的事件，由

操作人员自行控制的事件，抢险结束后报公司。 

1.5 应急预案体系 

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由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本预案是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子预案，若上级机关或机构决定

启动上级预案，本预案服从上级预案的要求。预案体系如图 1.5-1。 

 

图 1.5-1 应急预案体系示意图 

1.5.1 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公司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是公司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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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主要阐述本公司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应急组织机构及相应的职责、应急行动的总

体思路、预案体系及响应程序、事故预防及应急保障、应急培训及预案演练等。各专项应急

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是综合预案的组成部分，须服从综合应急预案，本预案为公司突发事件

的综合性应急预案。 

1.5.2 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公司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某一类型突发事件，预先制

定的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工作方案。 

本公司应急体系中包含 13个专项应急预案：①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②危险货物泄漏

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③预防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④大型设备防风专项应急预案、⑤船舶

靠离泊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⑥交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⑦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⑧货

损事故专项应急预案、⑨船舶海洋污染专项应急预案、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⑪治安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⑫人员紧急疏散专项应急预案。 

1.5.3 预案支撑性文件 

（1）现场处置方案：公司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措施，针对具体场所、装置或者设施所制

定的应急处置措施，是综合预案的组成部分，服从于本预案。 

针对特定的具体场所在详细分析现场风险和危险源的基础上，针对典型的突发事件类型，

制定了 15个主要的现场处置方案如下： 

①中毒窒息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②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③淹溺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④灼烫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⑤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⑥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⑦起重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⑧交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⑨物体打击现场处置方案、⑩桥

吊停电现场处置方案、⑪突发疾病或其他人身伤害现场处置方案、⑫恶劣天气道路现场处置

方案、⑬防台现场处置方案、⑭大型设备防瞬间大风现场处置方案、⑮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

案。 

（2）应急处置卡：预案涉及的有关部门/队室对自身承担职责任务进一步分解细化的工

作安排，明确工作内容和流程，是本部门/队室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指引。 

1.6 应急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减少危害原则 

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减少危害”的原则，把保障员工和公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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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调用各种人、财、物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安全

生产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以及次生灾害的发生；在确认无法实施救援时要组织救援人

员有计划、有步骤的避灾疏散、撤出现场，确保员工和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原则 

在当地政府、青岛港集团各级应急管理机构统一领导下，公司建立健全应急体制，完善

应急预案，落实应急职责，实行应急分级管理制度。 

（3）重视次生灾害原则 

危险品集装箱装卸作业过程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污染等特点，应急工作须充分考虑

次生灾害的严重性。 

（4）落实责任、加强领导 

公司各部门、队室实施 24小时监察和安全生产事故报告与处置办法，逐级开展应急处置。

公司所有人员、机械、设备无条件的服从上级指挥。 

（5）反应迅速、限时上报 

公司发生突发事件时时，要按照法律法规和集团、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逐级向上级报告。

上级接到报告后，按照响应级别开展时间应急处置。应急处置时成立应急指挥部，应急处置

工作由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 

2 事故风险描述 

2.1 单位概况 

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QQCTU”），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

是由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阿联酋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中远集团、丹麦马士基集团、香

港泛亚集团、招商局集团“三国六方”共同组建的集装箱码头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利军。

公司地址位于：青岛保税区同江路 567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6971813146。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

的租赁、维修服务；集装箱码头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

询。  

公司拥有 7个集装箱泊位，具体是前湾四期 101#、102#泊位和前湾港南港区 U1~U5 泊

位，其中 101#、102#泊位和 U1、U2、U3泊位等 5个泊位从事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作业。此

外，公司与青岛前湾新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QQCTUA）签订安全生产协议（见附件

7），受 QQCTUA委托，本公司委派员工经营 QQCTUA 的 103#、104# 等 2个集装箱泊位，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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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作业，QQCTUA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及其区域内的事

故报告、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由本公司员工负责。根据公司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证，准予作业

方式：船-车-场，场-车-船。集装箱码头涉及的危险货物集装箱种类为：1.1-1.6项、2.1

项、2.2项、2.3项、3.1项、3.2项、3.3项、4.1项、4.2项、4.3 项、5.1项、5.2项、

6.1项、8类、9类。 

2.1.1 地理位置 

本公司码头位于青岛港前湾港区南岸作业区，山东半岛胶州湾西南的前湾南岸，环渤海

经济区东南侧，地理坐标为东经 120°11′~120°15′、北纬 35°58′~36°03′，与青岛

市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如下所示： 

 

图 2.1-1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示意图 

2.1.2 周边环境  

青岛前湾港区前湾四期 101#、102#、103#、104#泊位、前湾港南港区 U1、U2、U3、U4、

U5泊位位于青岛港前湾港区内，码头泊位呈折线形、总体上分三段岸线布置。周边环境具体

如下： 

西侧：公司 U4、U5集装箱泊位紧邻青岛西港联合码头公司南港区码头 U6、U7泊位； 

东侧：103#、104#泊位东面为青岛前湾港区迪拜环球码头工程西侧 105#泊位、106#泊位



8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简称“QQCTN”）； 

北侧：港池水域，港池对岸为青岛前湾三期集装箱码头（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经营，简称“QQCT”），距离约 1000m； 

南侧：码头后方堆场及生产辅助设施，其中 U1泊位对应的空箱堆场后方布置有危险货物

集装箱堆场，距离码头前沿约 670m，由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港物流”）经

营。青岛港前湾港区 U1~U5 泊位、101#、102#泊位，QQCTUA 103#、104#泊位周边环境见图 

2.1-2。 

 

图 2.1-2 周边环境示意图 

2.1.3 公司平面布置 

本公司集装箱码头泊位呈折线形、总体上分三段岸线布置。其中：U1、U2 泊位位于中部，

U3~U5 泊位位于西侧，101#~104#泊位位于东侧，布置图见图 2.1-2。 

港区陆域按功能划分为生产区、生产辅助区和行政管理区。  

（1）生产区  

码头泊位后方布置集装箱堆场，堆场区布置有普通重箱堆场、空箱堆场和冷藏箱堆场。

普通重箱堆场的后方布置一定的空箱堆场。 

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布置在 U1泊位对应的空箱堆场后方、南港 9路南端，由青岛港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经营，应急工作由青港物流负责。  

（2）生产辅助区及行政管理区 

生产生活辅助区布置在空箱堆场后方，主要是在 101#泊位以及 U1~U5泊位的后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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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包括：综合办公楼、变电所、候工楼、机修车间、流机库、综合库、洗箱场、流动机械停

车场、供水调节站等。生活辅助设施建筑面积 3.89万 m2。  

（3）港区道路、闸口、大门  

本公司所在港区设有 1 座进出港闸口，位于 U1、U2 泊位后方，宽约 105m，设有 7 进 5

出、共 12条集卡车道。在闸口处同时设置供行政管理人员进出的大门。此外，后方陆域西侧

与西联公司周界处并设置了 QQCTU西联公司运输通道（简称“西-U 通道”）作为集卡车辆通

道。 堆场区内的道路呈环形布置，共布置了纵向主干道 14 条和横向主干道 2条，主干道宽

25m～30m。纵、横向干道全部构成环行路网。 

2.2 公司管理架构 

公司现有员工 1340 名，公司设安委办、综合部、操作部、工程技术部、法律审计部和财

务部等部门。其中安委办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的职能部门，配备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4 人，

负责公司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委员会是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

同时兼公司消防委员会、公司治安委员会、交通安全委员会及应急管理委员会。 

组织机构图如下： 

 

 

 

 

 

 

 

 

 

图 2.2-1 公司组织机构图 

2.3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 

2.3.1 事故风险分析 

参照《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的规定，综合考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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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物、致害物和伤害方式，通过分析本公司的生产过程，确定本公司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有：火灾爆炸、泄漏、中毒窒息、灼烫、起重伤害、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淹溺、高处坠落、

触电、机械伤害、坍塌、周边环境影响、恶劣天气影响等。具体分析见《风险辨识、评估报

告》、《QQCTU风险分级管控清单（2019）》，危险、有害因素分布情况如下： 

表 2.3-1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表 

危险 

因素 

分析 

 

单元 

火

灾

爆

炸 

中

毒

和 

窒

息 

灼

烫 

起

重

伤

害 

高

处

坠

落 

物

体

打

击 

车

辆

伤

害 

触

电 

机

械

伤

害 

淹

溺 

坍

塌 

自

然

灾

害 

周

边

环

境

影

响 

碰

撞

码

头 

码 头 前 沿

及船上 
★ ★ ★ ★ ★ ★ ★ ★ ★ ★ ★ ★ ★ ★ 

道路 ★ ★ ★   ★ ★     ★ ★  

变 电 所 及

其 他 电 气

设备场所 

★    ★ ★  ★ ★      

办公室 ★       ★       

风险等级 

高

度

危

险 

高

度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高

度

危

险 

一

般

危

险 

高

度

危

险 

表 2.3-2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类别 

分类 说明 危险性 

1.1项 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在高温、强烈震动、撞击、摩擦等情况下有发

生整体性爆炸的危险。 

1.2项 有抛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3项 

有燃烧危险并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进射危

险或这两种危险都有，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

质和物品 

1.4项 不呈现重大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1.5项 非常不敏感的爆炸物质 

1.6项 
不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极不敏感的物质或物

品 

2.1项 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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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说明 危险性 

2.2项 非易燃无毒气体 

①易燃气体具有易燃易爆性，有的甚至只需

极微小能量就可发生燃爆；而且易燃、燃速

快、火焰温度高、着火爆炸危险性大。 

②气体类集装箱（罐）在运输过程中，若遇

火、阳光曝晒、高热等，导致超温、超压，

有可能造成泄漏，甚至容器爆炸事故。 

③有些气体（例如硫化氢、氰化氢、氯气、磷

化氢等）对人体具有较强毒性，一旦泄漏可能

导致中毒。而且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多具有

一定的窒息性，尤其对于那些不燃无毒气体

（如二氧化碳、氮气、氦、氩等惰性气体）。 

2.3项 毒性气体 

3.1项 低闪点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除了有易燃性，而且易燃液体挥发

的蒸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浓度达到

爆炸极限时，遇点火源可能发生爆炸。 
3.2项 中闪点易燃液体 

3.3项 高闪点易燃液体 

4.1项 易燃固体 ①第 4.1 类易燃固体燃点低，遇酸、氧化剂

易燃易爆，本身或燃烧产物有毒； 

②第 4.2 类易于自燃的物质在空气中易于发

生氧化反应而自行燃烧； 

③4.3 类有些自燃品遇水或受潮后能分解引

起自燃或爆炸。 

4.2项 易于自燃的物质 

4.3项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5.1项 氧化性物质 本身易燃易爆，易分解，对热、震动、摩擦极

为敏感，与易燃物品、有机物、还原剂等接触

或混合时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5.2项 有机过氧化物 

6.1项 毒性物质 
对人体有不同程度的毒害作用，而且一旦泄

漏对环境水体也会造成污染。 

8类 腐蚀性物质 

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一旦泄漏会对人体造成

腐蚀灼伤，对设备、环境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

破坏。 

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环境危害物质 对环境危害或对海洋污染。 

2.3.2 重大危险源辨识 

公司 U1~U3 泊位、101#~104#泊位属于港口危险货物装卸运输作业，采用直装直取作业

方式，只是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的一个中转环节，不涉及储存，故不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辨识》标准的界定范围内。但本公司所涉及的危险货物的特性和数量，具有发生严重泄

漏、火灾、爆炸事故的危险，因此，在装载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船舶进行靠离泊作业和装卸作

业时，应作为重点危险作业场所进行安全管理。 

2.3.3 事故后果影响范围 

危险货物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影响范围模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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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标准集装箱的 1.3G 烟花爆竹爆炸造成的人员伤害范围可控制在 35m 以内。 

（2）LNG罐体完全破裂泄漏蒸气的扩散危险最大距离为 113m，100mm 孔径断裂泄漏蒸

气扩散危险危害最大距离为 103m。 

（3）LNG池火、BLEVE 火球、喷射火等火灾爆炸模拟计算得到的热辐射伤害/破坏距离

最大为 492m。 

（4）LNG罐体完全破裂导致池火热辐射伤害/破坏半径为 46m（37.5 kW/m2）、134m

（4.7 kW/m
2
）；BLEVE 火球热辐射伤害/破坏半径为 178m（37.5 kW/m

2
）、492m（4.7 

kW/m2）；LNG连续泄漏导致喷射火热辐射伤害/破坏半径为 30m（37.5 kW/m2）、89m（4.7 

kW/m2） 

（5）LNG罐体完全破裂情况下，蒸气云爆炸冲击范围直径为 452m（2.07kPa），99m

（9kPa）；LNG连续泄漏情况下，蒸气云爆炸冲击范围直径为 179m（2.07kPa），39m

（9kPa）。 

（6）液氯罐体完全破裂影响范围为 614m（致死浓度 6060.5mg/m3）、1619m（致死浓度 

1115.6mg/m3）、4047m（致死浓度 205.6 mg/m3）；液氯连续泄漏（大孔泄漏）影响范围为

524m（致死浓度 6060.5mg/m3）、1350m（致死浓度 1115.6mg/m3）、3584m（致死浓度

205.6 mg/m3） 

（详见《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前湾港区前湾四期 101#、102#泊

位、前湾港南港区 U1、U2、U3泊位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安全评价报告》、《QQCTU风险分级管

控清单（2019）》） 

事故后果影响范围示意图见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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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事故后果影响范围示意图 

3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公司成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并任命应急总指挥、副总指

挥负责突发事件的指挥和调度工作；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设在安委办（现

场指挥应急办公点在中控室）。并设安全防护警戒组、现场处置组、技术保障组、医疗救护组、

应急通讯组、后勤保障组、事故调查组、专家组等 8 个应急小组，负责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工作。应急组织体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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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应急组织架构图  

3.2 应急组织机构 

3.2.1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公司成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实施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急指挥

部是公司应急工作的最高决策指挥机构，主要负责协调公司应急期间各个机构的运作，统筹

安排整个应急行动，为现场以及救援提供各种信息支持。 

（1）综合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公司总经理，总经理不在公司时指定其他公司领导人，或由突发事件分管领导

担任临时总指挥。 

副总指挥：分管副总经理，分管副总经理不在公司时由总指挥指定，或由突发事件分管

领导担任临时副总指挥。 

组员：公司其他领导、各部门经理、主管、专家、业务骨干。 

原则上，公司发生 I、II级突发事件，由公司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应急处置。III、IV 级

突发事件由事发部门/基层队室、操作人员自行处置。 

（2）现场总指挥 

I、II级突发事件现场总指挥：同综合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III突发事件现场总指挥： 

1）生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安全副总经理（夜班为值班经理），现场指挥部临时办公地

点在中控室。 

2）公共卫生、治安突发事件：公司分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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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级突发事件现场总指挥：事发部门/基层队室负责人。 

3.2.2 应急办公室 

应急办公室是公司应急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监督、指导各部门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向

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公司范围内发生的突发事件，协助应急指挥部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

协调工作。 

（1）生产安全事故、自然灾害应急办公室设在安委办，应急办公室主任为安委办主管，

现场指挥应急办公点在操作部中控室。 

（2）公共卫生事件、治安事件应急办公室设在综合部，应急办公室主任为综合部部长。 

3.2.3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小组 

包括 8个工作小组及其他应急人员，分别为： 

（1）安全防护警戒组:当班安全值班长为组长，由保安、安全员组成。 

（2）现场处置组：根据出发事件的具体类型分别设立工程工程技术部现场处置组、操作

部现场处置组及综合部现场处置组。 

①工程部现场处置组：工程技术部经理任组长，由本部门各队室负责人组成。 

②操作部现场处置组：操作部经理任组长，由本部门队室负责人组成。 

③综合部现场处置组：综合部经理任组长，由后勤主管、餐厅人员组成。 

（3）技术保障组：工程技术部经理任组长，本部门各队室主管、主任组成。 

（4）医疗救护组：当班值班经理任组长，作业大队工种队长、班长组成。 

（5）应急通讯组：中控主任任组长，由当班中控组成。 

（6）后勤保障组：综合部经理任组长，财务部经理、审法部经理及其部门主管组成。 

（7）事故调查组：安委办主管任组长，事故区域、设备设施、作业活动的主管部门经理、

队室主管、工会人员组成。 

（8）专家组：成员由事故设备设施、作业活动业务骨干、集团相关专家和社会上的相关

专家组成。 

（9）其他应急人员：各部门、单位其他人员待命，听从应急指挥部的调度，需要时立即

参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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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职责 

3.3.1应急指挥部职责 

（1）总指挥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和集团公司有关突发事件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度，执行上级单位

和政府有关部门关于突发事件处理的部署； 

2）监督应急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协调各部门职责的划分，并监督各部门、专业应急

预案的编写、学习、演练和修订完善； 

3）负责总体指挥协调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负责出现突发事件时应急预案的启动和应急

预案的终结； 

4）组织指挥公司发生一般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公司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先期

处置，必要时请求政府、上级公司有关部门给予支持；  

5）对于敏感的、可能有次生或衍生危害性的突发事件或预警信息，加强监测预警，组织

专家会商研判，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报告、发布和应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应急响应级别； 

6）部署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处理及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7）组织公司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的建设管理、应急管理宣教培训等工作； 

8）及时向政府部门及上级公司管理部门报告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处理情况； 

9）负责监督、指导各职能机构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并对相关部门或人员落实

考核； 

10）指导各相关单位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2）副总指挥职责： 

1）协助总指挥完成指挥工作； 

2）执行总指挥的指挥指令； 

3）经总指挥授权或特殊情况下无法联系到总指挥时代替总指挥进行应急指挥。 

（2）现场总指挥 

1）负责针对现场状况组织抢险指挥。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应急消防、安全防护警戒、

现场处置、医疗救护、应急通讯等工作； 

2）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及时汇报事故进展情况； 

3）承办应急指挥部交办的有关事项及应急救援工作的协调； 

4）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和集团、公司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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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应急办公室职责 

1）负责监督、指导各部门日常应急管理工作； 

2）组织制定、修改、完善各类应急预案； 

3）定期组织开展应急培训、演练； 

4）组织记录对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的过程，应急状态结束后组织编写总结报告； 

5）负责其他应急相关事务工作。 

3.3.3 应急工作小组职责 

（1）安全防护警戒组: 

1）负责对事故现场的保卫工作，设置警戒线，维持现场交通秩序，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2）按指定的逃生路线，疏散无关人员及车辆撤离事故场地，并引导至安全区域； 

3）对场区内外进行有效的隔离工作，维护现场应急救援通道的畅通，负责引导外部应急

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4）做好事故及灾害现场的治安巡逻，保护事故现场，制止各类破坏和骚乱活动，控制嫌

疑人员 

5）负责做好救灾物资的保卫工作。 

6）落实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其它指令。 

（2）现场处置组： 

1）负责先期到达开展初期现场应急处置，根据掌握的信息制定应急处置措施，供应急救

援指挥部选择决策； 

2）根据现场处置方案，进行危险货物事故、交通事故、现场人员伤亡事故等的现场应急

处置； 

3）及时将现场事件情况及应急救援情况向现场指挥部报告，根据事故现场指挥部确定的

措施，掌握救援进程，及时向指挥部报告重大问题； 

4）协助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应急救援的辅助工作； 

5）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及提供事故现场相关技术资料，进行事故应急工作总结，在应急预

案的修订工作中提出合理化建议。 

①工程部现场处置组：负责特种设备事故、机损、环保及起所辖区域、设备设施、作业活

动其他类型事故的应急处置。 

②操作部现场处置组：负责现场人员伤亡事故、船舶靠离事故、危险货物集装箱事故、

大型设备防风、防台、治安、货损事故、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及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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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备设施、作业活动其他类型事故的现场应急处置。 

③综合部现场处置组：负责公共卫生事件及其所辖区域、设备设施、作业活动其他类型

事故的现场应急处置。 

（3）技术保障组： 

1）负责消防电力的保障、火灾现场电源的阻断和技术维修组织等工作； 

2）根据现场情况，为应急指挥中心提供应急安全防范、救援安全处置技术等方面的决策

依据； 

3）负责对事故实时跟踪监测，为应急工作的终止提供科学依据； 

4）负责组织环境监测，或组织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环境监测。 

（4）医疗救护组： 

1）事故发生后，迅速做好准备工作，携带有针对性的急救药品到达现 场。 

2）负责根据现场人员受伤情况联系就医事宜，根据现场实际对伤员进行初期应急处置。 

3）协助外部医疗人员开展救护工作。 

（5）应急通讯组： 

1）发生突发事件后，负责及时准确的把指挥部的命令传达到各救援小组及相关救援人员；

通知各应急工作小组负责人到达事故现场并实施组织应急； 

2）告知危险区域周边单位做好应急准备； 

3）掌握事故动态、收集相关信息，向应急指挥部提供进展情况报告； 

4）应急处理过程中建立各工作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5）负责快速、及时、准确地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 

6）向应急指挥部提供系统所需信息的调集及应对； 

7）根据指挥部命令，向上级部门报告及请求社会力量援助。 

（6）后勤保障组： 

1）根据应急办的计划紧急采购应急储备物资以及日常演练所需物资，现场的安全警示标

识等； 

2）负责组织应急装备、工器具和应急物资的采办及运送； 

3）负责调配应急过程中需要的车辆、工具车等； 

4）根据指挥部的命令，调取或联系供应商及时补充应急装备及物资； 

5）负责安排 24小时的日常值班及紧急时期的应急值班； 

6）负责应急过程的后勤保障（地点、交通、食宿等）； 

7）负责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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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常根据应急办公室的计划采购应急储备物资以及日常演练所需应急装备，现场的安

全警示标识等。 

（7）事故调查组： 

1）应急现场拍照或录像，采集现场证据； 

2）应急结束后，协同事故区域、设备设施、作业活动的主管人员和目击者，做好事故现

场调查记录进行事故调查，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8）专家组： 

主要负责对事故进行专业性应急指导。 

1）对事故应急处置方法提出建议。 

2）对事件的危害程度和事故后果进行预测，为救援决策提供技术依据和方案。 

3）为各应急救援小组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建议和作出指导。  

4）救援中提供防护、救治、抢险、现场恢复等技术咨询。 

5）协助事故调查组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总结。 

（9）其他应急人员：各部门、单位其他人员待命，听从应急指挥部的调度，需要时立即

参与救援。 

4 预防与预警 

（1）公司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可能诱发各类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加强跟踪监督，

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减少和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发现情况及时

处置和报告；各部门严格执行值班与巡视制度，充分发挥视频监控系统、防风预报预警系统

等安全设施、设备的作用，实时掌握各类危险源的状态和变化特点，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和

报告。 

（2）重点加强危险货物装卸作业的监控管理： 

1）出口危险货物集装箱积载与隔离，遵循《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要求，按照船公司、

船方指定的位置配载，配载图完成后由船方签字确认。 

2）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船作业前，工程技术部维修人员应认真检查运输机械和工器具，

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1 类、5.2 项、6.1 项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机具按额定负荷降低 25%

使用。 

3）危险货物集装箱船舶舱内作业时，码头作业人员下舱前要先开舱通风，进行作业环境

安全检查，确认无危险后方可作业。 

4）遇有雷鸣、电闪、附近发生火警、大风《风力达到 6 级（含 6 级）以上》、大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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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度 50M 以下）等不符合作业条件的天气，应立即停止作业，在码头内停留的危险货物集装

箱妥善安排到危险品库存放。 

5）遇有降雨、降雪天气时，严禁进行遇潮、遇湿反应类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港区内不

得停放该类危险货物集装箱运输车辆。 

6）船舶装卸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中，距装卸地点 50 米范围内为禁火区，严禁明火作业

和机械设备加油作业，不得进行车辆维修、保养等，作业人员不得携带火种或穿铁掌鞋进入

作业现场，无关人员及车辆不得进入警戒区内。 

7）船舶装卸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期间，由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对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进行

安全监护检查。 

8）高温季节，如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1 项易燃气体、3 类易燃液体（闭杯闪点

23℃以下的）、5.2 项有机过氧化物危险货物集装箱停止作业；如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所有危险货物集装箱停止作业。 

9）易燃易爆和 6.1 项毒性物质中的包装类别为 I 的集装箱车辆港内行驶时，必须配备

安全引导车进行引导，运输过程中不得无故私自停车，确需紧急停车时，必须配备专人进行

现场安全监护。 

10）危险货物集装箱进出闸口要走专用通道。危险货物集装箱拖车港内行驶时，严禁超

车、急转弯、急刹车，道路上行驶速度不得大于 30km/h，道路转弯处、通过闸口时不得大于 

5km/h。 

11）能见度小于 200 米的雾天，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机械、拖车必须严格控制车速，行

驶速度不得大于 5km/h。 

12）当收到道路结冰红色预警信号，在结冰未清除之前，2.1 项易燃气体、3 类易燃液体、

4.1 项中一级易燃固体、4.2 项易自燃物质、5.1 项中一级氧化性物质、6.1 项中的剧毒化学品

均停止作业。 

（3）公司监控室、中控室设监控录像，全方位监控堆场、码头，对危险货物的装卸等主

要关键性区域情况进行图像监控和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警处置。 

（4）公司建立并运行双重预防体系机制。公司组织全员实施风险点识别、危险源辨识、

风险评价和风险分级，从工程技术、管理、教育培训、个体防护和应急处置等五方面制定典

型风险管控措施，对风险点、危险源进行管控。 

4.2 预警 

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开展风险分析，完善预防与预警系统，做到早发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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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早报告、早处置。 

4.2.1预警信息来源 

1.事故灾难防范方面： 

①公司安委办负责对码头、堆场、办公等区域内容易引发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

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组织进行检查、监控及隐患治理，采取防范措施，对突发事件进行预

防。 

②公司监控室、中控室设监控录像，全方位监控堆场、码头，发生危险货物事故时，可立

即通过监控查看现场情况，以更准确分析事故危险程度、研判应急响应等级。 

③公司信息技术部应对网络运行采取防护措施，防止系统瘫痪、信息破坏。 

④在大型机械采购等环节，应从本质安全设计入手，满足各种安全标准，防护设施完备，

从预防的角度，减少或避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⑤公司中控室确认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信息后，要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部

门、单位采取相应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⑥公司周边单位对外发布的预警信息。 

2.自然灾害预防方面： 

①市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气象、海洋、海浪、海冰、风暴潮、水文等预报信息。 

②公司中控室设有专业气象平台，可 24 小时监控、查询天气变化信息。 

③中控室每天至少三次收听天气预报，随时掌握大风、台风动向，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

施。 

④公司周边单位对外发布的预警信息。 

3.治安防范方面： 

①公司安委办保持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收集市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可能

对公司所在区域环境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信息、防恐反恐信息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人员安全。 

②公司周边单位对外发布的预警信息。 

4.公共卫生方面： 

①市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②公司综合部应定期搜集本地传染病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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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预警分级 

对收集到的预警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根据预测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

事件进行预警。预警级别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由低到

高划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等四个预警级别，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来加

以标识。一级为最高级别。 

蓝色预警（四级）：预计可能或将要发生Ⅳ级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黄色预警（三级）：预计可能或将要发生Ⅲ级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橙色预警（二级）：预计可能或将要发生Ⅱ级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红色预警（一级）：预计可能或将要发生Ⅰ级事件，事件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趋于严重。 

4.2.3 预警发布内容及方式 

预警发布内容包括事件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

采取的措施、发布单位等。 

公司内部预警发布方式：通过公司对讲机、电话、微信群、内部网络、内部宣传材料等渠

道进行发布。 

公司外部预警发布方式：预警可通过广播、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进行通告。 

4.2.4 预警信息发布 

蓝色预警发布：公司应办公室立即将预警信息上报至公司应急指挥部，将预警信息下发

至可能发生事故的队室、部门、相关单位和船方、货主等涉港单位，并持续进行信息跟踪。 

黄色预警发布：公司应办公室立即将预警信息上报至公司应急指挥部。同时通知技术保

障组、应急通讯组、后勤保障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初期应急处置和救援的各项准备。将预

警信息下发至可能发生事故的队室、部门、相关单位和船方、货主等涉港单位，并持续进行

信息跟踪。 

橙色预警发布：公司应办公室立即将预警信息上报至公司应急指挥部。同时通知安全防

护警戒组、现场处置组、技术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应急通讯组、后勤保障组、专家组按照各

自的职责做好初期应急处置和救援的各项准备。将预警信息下发至可能发生事故的队室、部

门、相关单位和船方、货主等涉港单位，并持续进行信息跟踪。 

红色预警发布：公司应办公室立即将预警信息上报至公司应急指挥部、集团应急办公室

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按照集团、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实际与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应急处

置措施。通知安全防护警戒组、现场处置组、技术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应急通讯组、后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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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组、专家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初期应急处置和救援的各项准备。将预警信息下发至可能

发生事故的队室、部门、相关单位和船方、货主等涉港单位，并持续进行信息跟踪。 

4.2.5 预警响应 

预警信息发布后，公司有关部门要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情况以及分级负责的原则，应开

展的预警响应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蓝色、黄色（四级、三级）预警响应：  

（1）中控室立刻以电话、对讲机方式指令事发基层队室采取防范控制措施，并同时公司

各相关应急小组成员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2）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

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及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大

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持续跟踪并详细了解事态发展及现场

应急处置情况； 

（3）有关部门加强 24小时应急值守，视情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4）做好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的准备工作； 

（5）组织对重点防控部位安全隐患、应对措施准备等项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对发现的

问题责令有关单位进行整改落实； 

（6）有关部门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开展加密观测，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做好与

现场相关信息的传递工作； 

（7）做好对外信息公开和起草上报材料的准备； 

橙色、红色（二级、一级）预警响应:在采取蓝色、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以下一

项或多项措施。 

（1）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

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 

（2）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

于良好状态、随时可投入正常使用； 

（3）加强对重点部位、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  

（4）及时向周边单位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5）视情向周边单位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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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预警更新与解除 

“谁发布，谁更新，谁解除”。预警信息发布部门要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根据事态的

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当事件风险已经解除，发布预警的部门

要立即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4.3 信息报告 

4.3.1信息接报与上报 

4.3.1.1 突发事件第一发现人应立即采用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方法（如电话、对讲

机或口头）向所在队室/部门负责人汇报，向公司中控室（电话 89600836/89600881，对讲

机应急频道：26）、安委办（86751510）报告。紧急状况下、事态无法控制时，可直接拨打

消防火警电话 82981190、治安报警电话 110、医疗急救电话 120。 

4.3.1.2初判为 II级及以上事件，向公司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报告。 

4.3.1.3公司应急救援部根据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对突发事件进

行研判，作出应急准备或应急响应启动的决策： 

研判为 II 级事件时，启动本公司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由中控室第一时间向青岛港

（集团）公司总调度室（值班室）报告，公司安委办向青岛港集团安技部报告。 

研判为 I 级响应时，在启动本公司应急预案、向青岛港集团报告的同时，根据法律法规

和当地政府规定，1小时内（特殊时期 0.5 小时内）向主管部门报告（如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海事局等）。应急报告可用电话口头初报，

初次报告后半小时要进行第一次续报，随后随时续报；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应急

信息报送以书面报告为主，必要时和有条件的可采用影音、影像等形式。 

应急报警电话： 

82982011、82982070[集团办公室（值班室），24小时值班电话] 

82982110 [集团安技部]  

88018920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85161786 [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值班室] 

86163724 [青岛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  

4.3.1.4 在应急处置或预警过程中，现场指定信息报送人（若有更替，通知公司安委办），

从事故报告时间算起，每 1 小时向总指挥、主管部门等通过微信、短信或电话报送现场情况

一次，主要汇报应急处置进展情况，若无进展，则发送“无进展”字样，直至处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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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发生可能对周边单位造成影响的突发事件，经指挥部批准，中控室要及时通过电

话等形式向周边单位通报事件及处置情况。 

4.3.1.6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从发现事件后立即上报；续报在查清

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终报在突发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1）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初报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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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已经上报的部门情况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 

备注：报告时注明报告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 

2）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主要有： 

（1）突发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 

（2）初步估算损失情况； 

（3）对周边的影响、程度及范围； 

（4）有无造成环境污染及有关情况； 

（5）事件发展趋势； 

（6）采取的应急措施； 

（7）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3）处理结果：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

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

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的对象为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根据当地政府要求确定。 

4.3.2 信息处置与研判 

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接到报告后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进

行研判，作出预警或应急响应启动的决策：  

（1）当未达到启动条件时，下达预警指令，按照本预案 4.3 的要求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2）当达到启动条件时，应急救援总指挥或委托人以对讲机或电话方式通知应急总指挥

成员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响应启动短信模版：公司发生 XX 事故，经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研



26 

究决定，启动 X级应急响应），下达应急指令，迅速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4.3 先期处置 

◆事发部门：在做好信息报告的同时，立即组织本部门、本队室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

开展现场先期处置：营救受伤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

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 

◆接报的应急指挥、工作人员：按照预案规定、各自职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协

调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5 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分级 

按突发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分级分为四级，分别

为 IV级响应、III级响应、II级响应、I级响应。 

5.1.1 IV级响应（队级）：IV级突发事件在事发队室的应急处置能力范围以内，队室按

照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要求，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和救援，可以不动用公司组织应急

救援资源进行响应，但要告知公司安委办、中控室。 

5.1.2 III级响应（部门级）：III级突发事件在事发部门的应急处置能力范围以内，部

门启动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和救援，可以不动用公司组织

应急救援资源进行响应，但要告知公司安委办、中控室。 

5.1.3 II级响应（公司级）：II级突发事件在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范围内，公司启动应

急预案组织全员进行应急处置。 

5.1.4 I级级响应（集团公司/政府级）：I级突发事件已超出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或构成

国家规定的一般事故，公司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全员进行先期处置，待集团公司、上级政府部

门指挥部到达现场后，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5.2 响应程序 

5.2.1 IV 级（队级）响应程序： 

由事发队室根据突发事件性质、类型，组织本队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置。在抢险的同时，

报公司安委办、中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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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人员发现事故，立即向事发队室负责人报告。 

（2）所在队室负责人接到报告后，马上组织本队室应急小组到现场进行处置，同时对突

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进行研判，研判为本队室应急处置能力范围以

内，报告部门负责人、安委办、中控室。 

（3）中控室接到报告后，向值班经理、公司值班领导、应急总指挥报告，确认为 IV 级

响应后，与事发队室/部门联系确认，并加强通讯联系，了解事态发展，必要时协调公司其他

队室、或应急资源进行协助救援。 

5.2.2 III 级（部门级）响应程序： 

由事发部门针对突发事件性质、类型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要求启动相关专项应急预

案进行处置。 

（1）现场人员发现事故，立即向事发队室和部门负责人报告。 

（2）所在队室、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马上组织本队室应急小组到现场进行处置，同

时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进行研判，报告安委办、中控室。 

（3）中控室接到报告后，向值班经理、公司值班领导、应急总指挥报告，确认为 III 级

响应后，与事发部门联系确认，并加强通讯联系，了解事态发展，必要时协调公司其他部门、

或应急资源进行协助救援。 

5.2.3  II 级（公司级）响应程序： 

由公司针对突发事件性质、类型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要求启动公司应急预案进行处

置。 

（1）现场人员发现事故，立即向事发队室和部门负责人报告。 

（2）所在队室、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马上组织本队室应急小组到现场进行处置，同

时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进行研判，报告安委办、中控室。 

（3）中控室接到报告后，向值班经理、公司值班领导、应急总指挥报告，确认为 II 级

响应后，启动本应急预案，发布 II级应急响应指令。并向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

司）报告。 

（4）公司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或现场总指挥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

在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各应急救援专业组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应急救援处置。 

5.2.4 I级（集团公司/政府级）响应程序： 

由公司针对突发事件性质、类型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要求启动公司应急预案进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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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置。 

（1）现场人员发现事故，立即向事发队室\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委办、中控室报告。 

（2）所在队室、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马上组织本队室应急小组到现场进行处置，同

时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进行研判，向中控室汇报。 

（3）中控室接到报告后，向值班经理、公司值班领导、应急总指挥报告，确认为 I级响

应后，由总指挥启动本应急预案，发布 I级应急响应指令。并向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公司）、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4）公司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在突发事件现

场指挥应急救援工作，各应急救援专业组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应急救援处置。 

（5）集团、政府应急机构到达现场后，移交指挥权，由集团、政府相关人员进行指挥处

置。 

5.2.5 扩大应急 

在应急过程中如果突发事件影响范围扩大，需进行响应升级，现场处置小组应及时向指

挥部提出建议，经总指挥同意后提高响应级别。超出公司处置能力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时，及时向集团公司、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救援。 

应急响应示意图见图 5.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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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一级应急响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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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二级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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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三级应急响应程序图 

 

 
图 5.2-4  四级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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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急处置 

5.3.1 现场应急指挥责任主体及指挥权交接 

5.3.1.1 事发队室是应对事故先期处置的责任主体，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挥

权、处置权，应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现场处置方案。在紧急情况下，队室负责人有直接处置权

和指挥权，在遇到险情或突发事件征兆时可立即下达撤人命令，组织现场人员及时、有序撤

离到安全地点，减少人员伤亡。 

5.3.1.2 事故发生后，事发队室应立即启动现场处置方案，先期成立临时现场指挥部，

由事发现场最高职位者担任现场指挥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遇险人

员及周边人员疏散、封锁危险区域、实施交通管制，防止事件扩大。当事态超出本级应急能

力或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应立即向上级单位请求实施更高级别的应急抢险。 

5.3.1.3 各应急组织机构中的组长实行替补制：在上级单位领导赶到现场后，事发单位

应将指挥权移交现场最高领导；在政府应急指挥机构领导赶到现场后，现场指挥权应立即移

交政府，并汇报事故情况、进展、风险以及影响控制事态的关键因素等问题，服从政府现场

应急指挥部的指挥。 

5.3.2 突发事故对应的专项预案 

①发生危险货物火灾爆炸事故，办公、侯工区域、仓库发生火灾时，按《火灾爆炸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及其他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②发生危险货物泄漏、人员中毒窒息事故时，按《危险货物泄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及

其他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③可能遭遇大风、台风天气时，按《大型机械防风专项应急预案》及其他相关专项应急

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④船舶靠离泊发生碰撞码头、机械设备等事故时，按《船舶靠离泊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及其他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⑤发生地震、风暴潮等自然灾害时，按《自然灾害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⑥其他普通事故现场处置执行相应现场处置方案。 

5.3.3 应急联动 

公司与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前湾

西港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等周边单位签署有应急联动协议：任何一方发生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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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时，事故方要及时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向对方传达应急预警信息，接报方尽

可能的提供技术、设备、工具等支持，协助事故方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82986716 

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82988192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82988872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9600811 

5.4 应急结束 

5.4.1 应急结束条件 

（1）突发事件现状经各应急抢险组织的紧急处置，事故得到完全控制、设备运行恢复正

常，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 

（2）环境符合有关标准； 

（3）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人员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

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上级指挥机构宣布应急响应宣布结束； 

（5）经应急指挥部批准。 

5.4.2 应急结束程序 

现场各应急小组要进行人员清点，报请现场指挥现场评定。 

（1）III级、IV 级响应事故经现场指挥、处置人员检查，满足应急结束条件，经过事发

部门负责人批准，方可确认并宣布应急结束。 

（2）II级响应事故经现场指挥、处置人员检查，满足应急结束条件，经过公司指挥部批

准，方可确认并宣布应急结束。 

（3）I级响应事故经现场指挥、处置人员检查，满足应急结束条件，经过集团公司、政

府主管部门批准，方可确认并宣布应急结束。 

（4）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完毕后一天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要将整个处置过程形成完整的

书面材料报告公司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总结，并报上级主管单位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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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应急救援总结 

应急结束后，I级响应事故由公司安委办组织起草，向集团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安技部和政府主管部门上报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II级响应事故由公司安委办组织起

草，向集团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安技部上报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III级、IV

级响应事故由事发队室和部门起草救援工作总结报告，报公司安委办。 

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各队室和公司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提取证据、收集材料，认

真做好有关档案的整理和保存工作。 

6 信息公开 

6.1 信息公开原则 

突发事件信息发布本着及时准确、公开公正、专人发布、信息共享的原则，未经允许和

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任何信息。要对内部员工告知突发事件的情况，及时进

行正面引导，同时注意收集员工对事件的反应、意见及建议。 

6.2 信息公开部门 

发生 III级、IV 级突发事件，由安委办协助事发队室和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对内发布信

息。发生 II 级突发事件，公司安委办作出书面报告，经应急指挥部确认后，对外发布信息。

发生 I级突发事件，公司应急指挥部配合由政府部门和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

发布信息。 

6.3 信息公开方式 

（1）内部信息发布的方式和内容 

应急办公室负责内部员工信息告知。要对内部员工告知突发事件的情况，及时进行正面

引导，同时注意收集员工对事件的反应、意见及建议。任何员工不得对外披露或内部传播与

公司告知不相符的内容。 

告知的形式主要采用公司内部网站、微信群、内部宣传材料、对讲机等渠道或信息沟通

会等方式。 

（2）外部信息发布的方式和内容 

在公司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各部门、各应急工作小组信息汇集到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由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如实报告相关情况至集团公司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根据事态进展和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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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对外发布事故及抢险救援信息，则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配合经过集团应急指挥部及政府

主管部门应急指挥部，经批准后发布。对外发布信息的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

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7 后期处置 

主要包括污染物处理、事故后果影响消除、生产秩序恢复、医疗救治、人员安置、善后赔

偿、抢险过程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等内容。 

7.1 应急救援中使用水、砂等灭火剂以及泄漏出的化学物质或建筑物坍塌等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应对这些污染物进行处理。如果事故涉及有毒或易燃物质，清理工作必须在进行其

他恢复工作之前进行。 

现场处置组负责对水域的污染进行处理，陆域污染由辖区单位自行进行处置，公司安委

办给予技术指导，必要时联系集团安技部给予技术指导。 

7.2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组织维修人员对受事件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修理或更换，

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技术保障组负责故障设备的全面修复、检查和试运行的组织、调试

等工作。 

7.3对因突发事件造成的货物灭失、损坏等情况要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7.4突发事件发生后，尤其是重大事故，大部分人员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所以应尽快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造成的后果予以消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向员工提供充分的医疗救助。对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伤病员应在医学监护下向指定的医

院转送。 

(2)按有关规定，对伤亡人员的家属进行安抚。 

(3)对员工进行心理咨询，以消除恐慌心理。 

根据损坏情况程度大小，考虑向员工提供现金预付、薪水照常发放、削减工作时间、咨

询服务等方面的帮助。 

7.5突发事件现场的人员疏散撤离至安全区域后，由后勤保障组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和单

位协助配合，确保疏散撤离人员的基本生活。 

7.6突发事件发生后，应立即联系保险公司，公司有关部门指定专门人员配合保险公司进

行善后赔偿工作，办理事故后的保险赔偿。 

7.7生产秩序恢复后，应组织所有参与事故救援的人员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以找出

应急救援设施和设备、救援人员的培训以及各部门在协调中存在的缺陷并进行改进。应急救

援能力应按照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评估：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应急组织机构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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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急物资、设施、设备的充分性；应急技术储备、保障以及专家组情况；应急预案的内

容、管理和实施情况，总结成功经验，提出改进建议，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7.8应急救援结束后，公司领导层、各部门和队室要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和集团有关要

求，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汲取教训，防止重复发生。 

8 保障措施 

8.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公司安委办、信息技术部要保证公司各单位、部门电话、视频监控、高频等信息渠道畅

通，所有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要保证手机 24小时开机；公司各部门主管及以上岗位人员手机 24

小时联系畅通。 

安委办及其他相关业务联系部门应建立与应急救援有关的上级单位、当地公安机关、消

防队伍、医院等机构联系方式。具体联系方式见附件。 

8.2 应急队伍保障 

公司及各部位组建应急队伍，队伍人员要稳定，要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 

应急指挥部、应急救援专业小组、应急队伍成员按照专业分工本着专业对口、便于领导、

便于集结和开展救援的原则组建，每年根据人员变化进行调整。 

8.3 物资装备保障 

公司根据最新法律法规等文件，制定了《应急管理工作管理办法》，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

工、应急物资装备管理、应急经费管理等内容。各部门、队室根据相关规范标准及本公司实

际，备足应急救援器具、设备，管理好消防器材设施，并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好用。发生突发

事件时，可以根据应急处理工作需要，调用应急储备物资，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应得到及时

的补充，以确保应急供应。 

8.4 其他保障 

公司中控室在应急救援时要确保现场交通畅通，与安全防护警戒保障组一起负责现场人

员疏散和治安保障，为外部医疗救援资源提供交通保障。 

公司财务部根据应急救援、演练需要，对救援、演练所需消耗性装备、器具等给予资金

保障、专款专用，并保证在紧急情况时的资金支持，如有不足请求集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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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预案管理 

9.1 应急预案培训 

9.1.1 培训范围：公司应急指挥部成员、应急救援专业小组成员、相关从事危险品装卸

设备设施操作人员、危险品从业、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9.1.2 培训形式：应急救援人员及员工应急预案的培训，采取公司集中授课与各单位自

行授课相结合的形式；采取聘请专业应急救援专家授课与公司内部培训相结合的形式；采取

岗位训练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采取定期培训和不定期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医

疗救护组成员需进行不定期学习与培训，确保小组成员掌握应急消防及救援专业知识。 

9.1.3 培训时间：公司每年组织 1次应急预案的培训，培训内容覆盖所有相关预案。 

9.1.4 培训目的：保证员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反应迅速，应急处置正确、有效，各类

损失或影响降至最低，进一步提升公司员工的应急救援能力和综合素质。 

9.2 应急预案演练 

9.2.1 演练形式 

9.2.1.1 现场演练。即假设性的实战演习，其中又可根据任务、要求和规模分为单项演

练、多项演练。单项演练是针对专项预案组织进行的演练，属于局部性的演练，也是综合性

演练的基础。多项演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项演练的组合，其目的是将各专项预案进行

有机结合，增加相互间的协调性和配合性。 

9.2.1.2 综合演练。综合演练是最高一级的演练。其目的是训练和检验各救援组织间的

协调行动和综合救援能力。 

9.2.2 演练范围 

公司级综合应急预案的演练由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预案涉及的各部门参加。 

专项应急预案演练由公司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预案涉及的其他部门协同参加。 

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由各基层队班组进行，方案涉及的其他单位班组协同参加。 

9.2.3 演练频次 

9.2.2.1  公司级综合应急预案的演练由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演练每年至少组织一

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由公司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各专项应急预案至少在一年内应全部演练

一次，做好演练记录、总结与评价。（防大风、危险品事故等方面的预案的演练，须每年至少

组织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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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由各部门组织进行，各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应常态化开展，至

少在半年内应全部演练一次，做好演练记录，演练效果由所在部门负责人进行评价。 

9.2.4 演练内容 

可进行实际演练、桌面演练、提问讨论式演练，也可演练全部预案、或针对几项预案要

素进行部分预案演练。 

9.2.5 演练评估、总结 

综合应急预案演练由公司安委办制定演练计划、方案、编写演练记录、进行总结与评价。 

专项应急预案由牵头部门或部门、队室制定具体演练计划、方案、编写演练记录，公司

安委办进行总结与评价。 

现场处置方案由牵头队室、班组制定演练计划、方案、编写演练记录，班组所属队室、部

门进行总结与评价。 

9.2.6 演练前，各层次应制定演练计划并通知相关单位、人员，演练过程中应遵守演练

计划。 

9.2.7 演练结束后，对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适宜性进行评价，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并根据演练效果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 

9.3 应急预案修订 

公司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及各专项预案由公司安全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当地政府、集团相关应急预案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组织各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修订，修订时间

一般为每三年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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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三）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五）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六）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七）生产经营单位因兼并、重组、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定代表人发生变

化的； 

（八）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修订完成后，公司重新组织专家等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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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应急预案备案 

本预案在公司安委办存档，报集团公司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备案。 

9.5 应急预案实施 

9.5.1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9.5.2本预案由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安委办、其他相关部门和各基层队室起草，并提

交应急总指挥审核通过。预案内容由公司安委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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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 

10.1 规范化格式文本 

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模板 

（初报） 
信息编号： （单位简称）                             信息[202X] XX号 

事件类别  
初步估计直接经

济损失 
          万元 

事件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发生地点  

事件经过简要

描述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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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判断原因  

采取应急措施

情况 

1，向地方公安、消防、应急管理、卫生等部门报告情况； 

2，启动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情况； 

3，有无生产停止、人员撤离的情况； 

4，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 

5，其他情况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信息报告人  电话  签发人  电话  

信息接收部门  接收人  电话  

领导批示： 

 

 

         （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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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信息报告模板 

（续报） 
信息编号： （单位简称）                             信息[202X] XX号 

现场基本情况 

1．突发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 

2．初步估算损失情况； 

3．对周边的影响、程度及范围； 

4．有无造成环境污染及有关情况； 

5.事件发展趋势； 

6．其它情况。 

突发事件原因

初步分析 
 

应对处置情况 

1，现场抢险、抢修情况； 

2，现场环境、人员及媒体控制情况； 

3，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介入情况； 

4，预计恢复生产情况； 

5，下一步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领导批示 

落实情况 
 

信息报送情况 

1，公司内中控室、安委办等有关部门报送情况； 

2，当地政府主观部门报送情况； 

3，集团公司有关部门报送情况； 

单位应急组织

情况 
应急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备注 

 总指挥     

 现场指挥     

 信息联络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信息报告人  电话  签发人  电话  

信息接收部门  接收人  电话  

领导批示： 

         （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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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快报表 

事件快报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填表人  

事件发生单位  事件类型  

事故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发生地点  

伤亡情况 死亡  人 ；重伤   人，轻伤   人 

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事件简要经过： 

 

 

 

初步原因： 

 

目前处理情况： 

突发事件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 

注：“事件类别”填写危险货物装卸运输事故、火灾事故，交通事故、作业现场人身伤害事故或重大

机损事故等； “事故发生地点”填写事故发生的准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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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应急通讯联系表 

①公司内部应急联络方式 

公司应急指挥部联系方式 

序

号 
应急职务 职位 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1 指挥部总指挥 总经理 王书章 86979692 

2 指挥部副总指挥 副总经理 王卫东 89600929 

3 指挥部成员 综合部经理 周惠钱 89600928 

4 指挥部成员 财务部经理 宋文浩 86979831 

5 指挥部成员 审计及法律部经理 李云 86979669 

6 指挥部成员 安委办 荆岗 
86751029/18561823555

（24 小时） 

7 指挥部成员 保安队 段建虎 86751510（24 小时） 

8 指挥部成员 工程技术部经理 薛强 86751731 

9 指挥部成员 固机主管 张琪 89600903/86914312 

10 指挥部成员 流机设施主管 蒋刚 86979823 

11 指挥部成员 操作部经理 贺文波 89600878 

12 指挥部成员 操作部作业主管 宗楚江 89600891 

13 指挥部成员 作业组值班经理 
王斌、孙顺、宫成

波、李成君 
18753207838 

14 指挥部成员 操作部物流主管 张霄鹏 89600931 

15 指挥部成员 操作部计划主管 孙萌萌 89600739 

16 公司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中控室 89600881/89600836 
公司应急救援小组联系方式 

 

组别 职责 职务/所属部门 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现场指挥部 

总指挥 安全副总经理 王卫东 13805326212 

成员 工会主席 周惠钱 18663957651 

成员 副总经理 贺文波 13705321701 

成员 总经理助理 艾明飞 13658653836 

安全防护警

戒组 

组长 安委办主管 荆岗 13325011100 

组员 主管助理 王正昆 15588636753 

组员 消防主任 段建虎 18661979501 

组员 
当班安全值班长/

安全员 
-- 86751510/18561823555 

组员 当班通安保安人员 - 89600819 

现场处置组 工程部 

组长 副经理 薛强 86751731/15553202302 

组员 副经理 别应熙 86979703/18669851389 

组员 经理助理 于海 86979703/1866985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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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 固机主管 张琪 86914312/13706305928 

组员 流机设施主管 蒋刚 86979823/13705328165 

操作部 

组长 操作部经理 娄云洁 89600736/18678929118 

组员 操作部经理 刘揆 86979850/13791985019 

组员 操作部作业组主管 宗楚江 13808952716 

组员 
作业组当班班值经

理 
- 18753207838 

组员 操作部物流主管 张霄鹏 15863051115 

组员 操作部计划主管 孙萌萌 13697664276 

综合部 

组长 综合部经理 周惠钱 89600928/18663957651 

组员 后勤主管 马栋 13969798666 

组员 食堂管理员 吴世国 13061229876 

技术保障组 

组长 工程技术部经理 孙宝战 86979872/13964817902 

组员 固机主管 张峰 18669871163 

组员 流机设施主管助理 薛宝明 13791808571 

组员 综合主管 余信强 13780660068 

医疗救护组 

组长 当班值班经理 — 18753207838 

组员 副值班经理 — 使用对讲机公共应急频: 26 频道 

组员 当班工种队长  — 使用对讲机公共应急频: 26 频道 

应急通讯组 

组长 当班中控主任 - 89600881 

副组长 信息技术部主管 毕明彦 15505329612 

组员 中控副主任 — 89600836 

组员 信息技术员 胡青山 13792470911 

后勤保障组 

组长 综合部经理 周惠钱 89600928/18663957651 

组员 财务部经理 宋文浩 86979831 

组员 后勤主管 马栋 13969798666 

组员 采购主任 王千乔 18669836758 

事故调查组 

组长 安全总监 王卫东 13805326212 

组员 安委办主管 荆岗 86751029/13325011100 

组员 工会主席 周惠钱 89600928/18663957651 

组员 当班安全督导 _ 89600918 

专家组 

集装箱 QQCTU/安委办 荆岗 13325011100 

消防管理 QQCTU/安委办 段建虎 18661979501 

职业健康 QQCTU/安委办 宋妍 1867890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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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集团部门应急通信连络电话 

序号 救援机构名称 电话 

1 火灾报警 82981190 

2 集团应急值班室 82982011、82982070（24 小时） 

3 集团调度室 82988277（24 小时） 

4 集团安技部 82982110（24 小时） 

5 集团业务部 82982040（24 小时） 

6 港口公安消防支队 82988216（24 小时） 

7 港口公安消防六中队 82987110（24 小时） 

8 港口公安前港派出所 82988940（24 小时） 

9 集团卫生防疫站 82984797（24 小时） 

10 集团环保中心（医院） 82982481（24 小时） 

11 集团物流公司危险品室 82987255/82987396（24 小时） 

 

③外部救援单位联系方式： 

特种设备 QQCTU/技术部 张琪 13706305928 

电气信息化 QQCTU/技术部 张峰 18669871163 

环保管理 QQCTU/技术部 余信强 13780660068 

序号 联络单位 报警或联系电话 备注 

1 
消防火警（青岛港公安局消防支队消防五中队、六中

队等） 
82981190 

 

2 治安报警 110  

3 
医疗急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青岛西海

岸新区中医医院等） 
120 

 

4 青岛西海岸新区总值班室 0532-85161786  

5 青岛西海岸新区应急管理局 0532-86163724  

6 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 0532-86162110  

7 青岛西海岸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0532-86133328  

8 黄岛街道办事处 0532-86852600  

9 海上搜救中心 12395  

10 黄岛海事处 0532-86671282  

11 西海岸新区疾控检测中心 86852723  

12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咨询代理 0532-83889090  

13 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中心青岛抢救中心 838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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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应急联动及其他相关单位联络表 

序号 应急联动单位名称 电话 

1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QQCT） 82988872 

2 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青港物流） 82986175 

3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QQCTUN） 
82986716 

4 青岛前湾西港联合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联） 82988192 

序号 其他业务相关单位  

1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82988277 

  

14 青岛市公安局西海岸新区分局 0532-66581181  

15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 
0532-86118011 
0532-86890973 

 

16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环境监测站 
0532-86893334 
 0532-86882838 

 

17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12345 
0532-82799567 

 

18 青岛市安委会办公室 85913560  

19 青岛市应急指挥部 85913138/85911161  

20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0532-88018920  

21 青岛市应急管理局 

12350 

工 作 日 ： 85913578                              

夜 间 及 节 假 日 ：
85913580 

 

22 青岛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0532-85916006  

23 青岛市政府应急办值班电话 8591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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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公司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公司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类型 

装备名称 

（详细分

类） 

规格型号 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车辆类 

叉车 TCMFD30T3 4部 现场 蒋刚 13705328165 

叉车 FD50T9 1部 现场 蒋刚 13705328165 

叉车 TCMFD100Z8 2部 现场 蒋刚 13705328165 

正面吊 DRF450-60S5K 6部 现场 蒋刚 13705328165 

防护类 

安全帽 / 500 现场 荆岗 13325011100 

空气呼吸器 T8000型 3个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防毒面具 6200 20个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防护眼镜 1623AF 20个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防护手套 / 10副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普通防护服 175 10套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安全带 J2XY/4M 50条 A04 宗楚江 13808952716 

监测类 
复合式气体

检测仪 
BH-4 1台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警戒类 警示带 / 200米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救生类 

自动体外除

颤器 
M5066A 1台 A04 宗楚江 13808952716 

担架 / 1个 A04 宗楚江 13808952716 

救生衣 JSY-85-Ⅱ型 50件 

前沿（桥

吊存放箱

内） 

宗楚江 13808952716 

消防类 

消防水枪 Ф19mm 12只 仓库 段建虎 18661979501 

消防水带 Ф65mm 16条 仓库 段建虎 18661979501 

灭火器 4kg 980具 

桥吊、轨

道吊、冷

箱架、办

公区等 

段建虎 18661979501 

灭火器 35kg 80台 

桥吊、轨

道吊、冷

箱架、办

公区等 

段建虎 18661979501 

洗消类 
抽水泵 50WQ9-22-2.2 4座 设施仓库 蒋刚 13705328165 

吸油毡 / 700公斤 C04 余信强 13780660068 

通信类 对讲机 C2660/MTP850 90 现场 毕明彦 15505329612 

照明类 
应急手电 SLD-L10418 2个 A04 段建虎 18661979501 

应急发电机 TFW 1台 仓库南侧 蒋刚 1370532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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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公司外部应急联动单位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 

公司外部应急联动单位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表 1 

统 计 表 名  

称 
单位 

数

量 
功能用途 存放地点 责任部门 责任人 联系电话 

QQCT 公司事故应急救援联系人  孔令坤 83267235  

灶台灭火毯 块 9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 3 块 

现场食堂 3 块二

期食堂 3 块 

综合保障中

心 

王志明 

刘军 

周连德 

83267866 

铁锨 把 18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 14 把 

现场食堂 2 把二

期食堂 2 把 

综合保障中

心 

王志明 

刘军 

周连德 

83267866 

扫帚 把 20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 15 把 

现场食堂 3 把二

期食堂 2 把 

综合保障中

心 

王志明 

刘军 

周连德 

83267866 

消防沙 袋 9 应急处置 二期食堂后院 
综合保障中

心 
周连德 83267866 

复方对乙酰

氨基酚片 
盒 2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碘伏 瓶 1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云南白药气

雾剂 
瓶 1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医用纱布 卷 1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吡哌酸片 盒 2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速效救心丸 盒 1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活血止痛膏 盒 1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办公室 综合保障中

心 
岳伟伟 83267866 

草包 个 60 应急处置 中控食堂杂品库 
综合保障中

心 
王志明 83267866 

防化服 套 3 危险品泄漏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防化鞋 双 8 危险品泄漏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护目镜 付 8 危险品泄漏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防毒面具 个 8 危险品泄漏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救护担架 付 1 人员伤害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发光带 盘 2 危险品泄漏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救生梯 个 2 人员坠海 K02 作业组 田绪业 82986766 

大锤 把 4 应急处置 E07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丁玉荣 83267638 

铁锨 把 72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扫把 把 103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撬棍 根 12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草垫子 个 150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镐头 把 47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大锤 把 7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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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头铁锨 把 10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编织袋 个 80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篷布 件 1 应急处置 K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刘茂现 83267638 

铁锨 把 157 应急处置 F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王康 83267638 

扫把 把 127 应急处置 F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王康 83267638 

撬棍 根 4 应急处置 F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王康 83267638 

草垫子 个 219 应急处置 F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王康 83267638 

镐头 把 29 应急处置 F02 工具库 操作一大队 王康 83267638 

救生衣 件 100 应急处置 各班组  操作一大队 孙江 83267638 

铁锨 把 13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二大队 周家海 13655425116 

防火沙 立方 2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二大队 周家海 13655425116 

编织袋 个 13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二大队 周家海 13655425116 

大扫帚 把 12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二大队 周家海 13655425116 

警示彩带 米 10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二大队 周家海 13655425116 

纱布 卷 5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创可贴 盒 1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PPA 盒 1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速效救心丸 盒 2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新癀片 盒 1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苦甘冲剂 盒 4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碘酒 瓶 1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棉棒 包 10 应急处置 206 操作二大队 杨学坤 13655425116 

救生衣 件 100 应急处置 各班组  操作二大队 王磊 13655425116 

大扫帚 把 20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方头铁锨 把 12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镐头 把 4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草包子 个 30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编织袋 个 7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大锤 把 10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撬棍 把 8 应急处置 K02 操作三大队 刘洪利 83267640 

大扫帚 把 100 应急处置 F02 操作三大队 杨淑茂 83267640 

草包子 个 150 应急处置 F02 操作三大队 杨淑茂 83267640 

纱布 卷 5 应急处置 三大队队部 操作三大队 王广强 83267640 

创可贴 盒 1 应急处置 三大队队部 操作三大队 王广强 83267640 

PPA 盒 1 应急处置 三大队队部 操作三大队 王广强 83267640 

速效救心丸 盒 2 应急处置 三大队队部 操作三大队 王广强 83267640 

新癀片 盒 1 应急处置 三大队队部 操作三大队 王广强 83267640 

救生衣 件 100 应急处置 各班组  操作三大队 杨淑茂 83267640 

PPA 盒 1 应急处置 K0224 操作四大队 刘益勇 83267641 

速效救心丸 盒 2 应急处置 K0224 操作四大队 刘益勇 83267641 

新癀片 盒 1 应急处置 K0224 操作四大队 刘益勇 83267641 

苦甘冲剂 盒 4 应急处置 K0224 操作四大队 刘益勇 83267641 

碘酒 瓶 1 应急处置 K0224 操作四大队 刘益勇 83267641 

棉棒 包 10 应急处置 小平房 509 室 操作四大队 王明 83267641 

大锤 把 13 应急处置 小平房 509 室 操作四大队 王明 83267641 

撬棍 根 7 应急处置 小平房 509 室 操作四大队 王明 8326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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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气

雾剂 
盒 1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吡 哌 酸 片

（PPA） 
盒 6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复方对乙酰

氨 基 酚 片

（退烧药） 

盒 3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邦迪创可贴 片 120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藿香正气滴

丸 
盒 2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止血止疼膏 盒 1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速效救心丸 盒 2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双氯芬酸喷

雾 
盒 1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碘伏 瓶 1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棉棒 小包 40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绷带 卷 5 应急处置 
小红楼四大队队

部 
操作四大队 姜鹏 83267641 

救生衣 件 100 应急处置 各班组  操作四大队 贺庆 83267641 

大扫帚 把 20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方头铁锨 把 60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镐头 把 26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编织袋 个 220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撬棍 支 2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大锤 把 1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应急灯 个 2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涤纶绳 米 200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其他（太阳

伞） 
把 3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防水彩条布 米 20 应急处置 N09 固机三期 窦永刚 83267507 

麻袋 条 10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编 织 袋              

（ 规 格

600X900） 

条 5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中方铁锨 

（带木柄） 
把 1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大扫帚（竹

穗） 
个 4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尖扁型钢镐 

（带木柄） 
个 1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应急灯 个 2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51 

统 计 表 名  

称 
单位 

数

量 
功能用途 存放地点 责任部门 责任人 联系电话 

QQCT 公司事故应急救援联系人  孔令坤 83267235  

地 5#库房 

草垫子 个 5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麻绳（直径

12） 
公斤 50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大锤 把 4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太阳伞 把 2 应急处置 
流机拖车维修基

地 5#库房 
流机队 马伟国 83267563 

大扫帚 把 27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铁锨 把 11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镐头 把 7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铁丝 公斤 8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麻绳 公斤 14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锦纶绳 公斤 13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编织袋 条 134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麻袋 条 77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大锤 把 2 应急处置 
N25 叉车维修基

地急物资橱柜内 
流机队 张耀华 83267563 

大扫帚 把 15 应急处置 
二期、H、L 区值

班室 
冷箱队 王淞海 83267431 

铁锨 把 15 应急处置 
二期、H、L 区值

班室 
冷箱队 王淞海 83267431 

防汛沙 包 30 应急处置 
二期、H、L 区值

班室 
冷箱队 王淞海 83267431 

创可贴 盒 1 应急处置 三期 109 室 冷箱队 马骋 83267431 

碘伏 瓶 1 应急处置 三期 109 室 冷箱队 马骋 83267431 

速效救心胶

囊 
盒 1 应急处置 三期 109 室 冷箱队 马骋 83267431 

大扫帚 把 10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方头铁锨 把 10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桥吊防风楔 个 1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沙 立方 1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编织袋 个 65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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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棍 支 10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大锤 把 1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应急灯 个 1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篷布 块 1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涤纶绳 米 50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水桶 个 2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胎吊防风楔 个 4 应急处置 
固机二期维修基

地 
固机二期 孙常青 83267506 

云南白药气

雾剂 
瓶 2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碘伏消毒液 瓶 1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绷带 卷 5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医用棉签 袋 20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藿香正气水 盒 6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藿香正气滴

丸 
盒 2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复方对乙酰

氨基酚片 
盒 2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苦甘颗粒 盒 1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吡哌酸片 盒 2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速效救心丸 盒 1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活血止痛膏 盒 1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苯扎氯铵贴 盒 1 应急处置 固二办公室 固机二期 万言萍 83267506 

自吸过滤式

防毒面具 
个 11 应急处置 计划危管室 危管室 刘锋卫 83267610 

防冲击眼罩 个 8 应急处置 计划危管室 危管室 刘锋卫 83267610 

RFH01 型半

封闭式消防

防化服 

套 3 应急处置 计划危管室 危管室 刘锋卫 83267610 

防化靴 双 2 应急处置 计划危管室 危管室 刘锋卫 83267610 

防化手套 副 2 应急处置 计划危管室 危管室 刘锋卫 83267610 

大扫把 把 800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中方铁锨 把 174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草帘子 捆 100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草包子 张 180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消防水带 盘 2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担架 副 2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警示带 盘 10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吸油沾 包 4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编制袋 个 700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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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蓬 个 6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铁锤 把 6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消油剂 桶 2 应急处置 E07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自给正压式

空气呼吸器 
套 4 

危险品应急

处置 
消防五中队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应急堵漏工

具 
件 11 

危险品应急

处置 
消防五中队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救生圈 个 78 人员坠海 桥吊大车 安委办 孔令坤 83267235 

 

公司外部应急联动单位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表 2 

序号 设备、器材名称 型号 数量 位置 负责人 

联动单位：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安技部史洪涛：15165202519，调度中心值班：82986175 

1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MFTZ/ABC35 8 台 堆场 赵永刚 

2 推车式泡沫灭火器 MSTZ/45 8 台 堆场 赵永刚 

3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MT/3 4 具 值班室/配电室 赵永刚 

4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MFZ/ABC8 20 具 堆场 16/器材室 4 赵永刚 

5 水基型灭火器 MPZ/9 型 3 具 器材室 赵永刚 

6 消防水栓 16-65-20 8 个 堆场 赵永刚 

7 消防水带 16-65-20 13 盘 堆场 8/器材室 5 赵永刚 

8 直流水枪    KY-65 8 个 器材室 8 赵永刚 

9 开花水枪 KY-65 12 个 堆场 8/器材室 4 赵永刚 

10 防腐蚀手套   12 副 器材室 赵永刚 

11 消防栓扳手   13 个 堆场 8/器材室 5 赵永刚 

12 消防沙   4 池 堆场 赵永刚 

13 分水器 KY-65 8 个 器材室 赵永刚 

14 消防逃生梯   2 架 堆场 赵永刚 

15 喷淋设备   3 套 堆场 赵永刚 

16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BD2100 4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17 全面式防毒面具 GB2890-2009 3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18 半面式防毒面具 C4 10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19 护目镜 Z78+D3 9 个 器材室 赵永刚 

20 轻型防化服   4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21 全封闭式防化服 RFH-2 1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22 隔热服   1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23 胶靴   11 双 器材室 赵永刚 

24 开启排水阀工具   1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25 消防木锨   19 把 堆场 9/器材室 10 赵永刚 

26 消防桶   10 个 堆场 10 赵永刚 

27 消防井盖开启钩   6 个 堆场 6 赵永刚 

28 千斤顶带铁鞋   1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29 铅封剪   2 把 器材室 赵永刚 

30 铁锤(大、小）   2 把 器材室 赵永刚 

31 管子钳   2 把 器材室 赵永刚 

32 消防斧   1 把 器材室 赵永刚 

33 铜扳手(工具盒）   1 套 器材室 赵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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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器材名称 型号 数量 位置 负责人 

联动单位：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安技部史洪涛：15165202519，调度中心值班：82986175 

34 铜锤(工具盒）   1 把 器材室 赵永刚 

35 安全带   1 条 器材室 赵永刚 

36 巡更仪   1 部 值班室 赵永刚 

37 手持红外线测温仪   1 部 值班室 赵永刚 

38 可燃气体检测仪 XP-3110 1 部 值班室 赵永刚 

39 防火帽   6 个 器材室 赵永刚 

40 静电带   1 条 器材室 赵永刚 

41 破胎器   1 个 器材室 赵永刚 

42 蛭石   3 袋 器材室 赵永刚 

43 碳酸钠   50kg 器材室 赵永刚 

 

公司外部应急联动单位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表 3 

西联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王元波 82988290 

序
号 

部门 物 资 名 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责任人 联系电话 

1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抽水机 2 南港区维修基地 李建 13791931422 

2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抽水机 2 

西港区 9货区属具
基地 

李建 13791931422 

3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4 加油车 李建 13791931422 

4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8KG 2 

二层集装箱东侧(西

区) 
李建 13791931422 

5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8KG 2 

二层集装箱西侧(西

区) 
李建 13791931422 

6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2 

维修中院油品箱(西

区) 
李建 13791931422 

7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2 

维修中院一层集装

箱(西区) 
李建 13791931422 

8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2 

维修基地润滑室门

口前(西区) 
李建 13791931422 

9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8KG 2 

六货区原库场队办

公室楼梯（西区） 
李建 13791931422 

10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2 

维修基地东院电箱

（西区） 
李建 13791931422 

11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35KG 1 

维修中院电焊区域

（西区） 
李建 13791931422 

12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4KG 2 

维修基地润滑室门

口前(南区) 
李建 13791931422 

13 
工程技术部流

机组 
灭火器 8KG 2 

维修基地润滑室对

面危废箱门口(南

区) 

李建 13791931422 

14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尖扁型镐
（四防物
资） 

40 西、南港区各 20 
西港区张艳
景、南港区

徐光韶 

张艳景：
15666823069、
徐光韶：
18669872889 

15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铁锨（四防
物资） 

140 
西港区 100、南港区

40 

西港区张艳
景、南港区

徐光韶 

张艳景：
1566682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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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联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王元波 82988290 

序
号 

部门 物 资 名 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徐光韶：
18669872889 

16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PP 绳（四防

物资） 
150 

西港区 100、南港区
50 

西港区张艳
景、南港区

徐光韶 

张艳景：
15666823069、

徐光韶：
18669872889 

17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小绿绳（四
防物资） 

150 
西港区 100、南港区

50 

西港区张艳
景、南港区

徐光韶 

张艳景：
15666823069、

徐光韶：
18669872889 

18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4Kg灭火器 15 西港区 10货区 许忠三 13780668278 

19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8Kg灭火器 1 西港区 418叉车 姜到田 13616392035 

20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8Kg灭火器 6 

西港区 1号库工属
具院子 

张艳景 15666823069 

21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4Kg灭火器 2 

西港区备品班更衣
室 

张艳景 15666823069 

22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8Kg灭火器 2 西港区 73区工具库 张艳景 15666823069 

23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4Kg灭火器 2 西港区 73区工具库 张艳景 15666823069 

24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8Kg灭火器 8 南港区工具库 徐光韶 18669872889 

25 
工程技术部属

具组 
8Kg灭火器 1 南港区 422叉车 刘新刚 13361280928 

26 
工程技术部固

机组 
普通 
对讲机 

4 
72-74区 
U6-U8区 

赵志林 13061336859 

27 
工程技术部固

机组 
便携式五金
工具组合 

2 
72-74区 
U6-U8区 

赵志林 13061336859 

28 
工程技术部固

机组 
防护眼镜 20 

72-74区 
U6-U8区 

赵志林 13061336859 

29 
工程技术部固

机组 
集污袋 20 

72-74区 
U6-U8区 

赵志林 13061336859 

30 
工程技术部固

机组 
干粉灭火器 8 

72-74区 
U6-U8区 

赵志林 13061336859 

31 
工程技术部材

料库 
8Kg灭火器  南港区材料库 邹泽光 18553246960 

32 
工程技术部材

料库 
8Kg灭火器  西港区材料库 王进良 18853236300 

33 货管组 
火灾逃生面

具 
3 

2#雨棚南消防器材
箱内 

潘超 15863093801 

 货管组 防毒面具 4 
2#雨棚南消防器材

箱内 
潘超 15863093801 

34 货管组 
火灾逃生面

具 
3 硫磺池子大箱 潘超 15863093801 

35 货管组 防毒面具   4 硫磺池子大箱 潘超 15863093801 

36 货管组 
消防登高云

梯车 
1 5#库 潘超 15863093801 

37 货管组 消防登高云 1 3#雨棚 潘超 1586309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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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联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王元波 82988290 

序
号 

部门 物 资 名 称 数量 存放地点 责任人 联系电话 

梯车 

38 货管组 灭火器 
32 

4KG+12 
35KG 

5#库 潘超 15863093801 

39 货管组 灭火器 
40 

8KG+9 
35KG  

1#雨棚 潘超 15863093801 

40 货管组 灭火器 
80 

8KG+10 
35KG 

2#雨棚 潘超 15863093801 

41 货管组 灭火器 
84 

8KG+8 
35KG 

3#雨棚 潘超 15863093801 

42 货管组 灭火器 
4 

4kg+3 
35kg 

硫磺池子 潘超 15863093801 

43 货管组 灭火器 4 4kg 办公楼 潘超 15863093801 
44 货管组 铁丝 3盘 10货区大箱 潘超 15863093801 
45 货管组 绳 1盘 10货区大箱 潘超 15863093801 
46 货管组 袋子 100条 10货区大箱 潘超 15863093801 
47 货管组 黄沙 10方 U9办公楼西 潘超 15863093801 
48 货管组 黄沙 10方 6#变电所东 潘超 15863093801 
49 货管组 黄沙 10方 5#库东 潘超 15863093801 
50 货管组 沙袋 100包 1#雨棚西 潘超 15863093801 
51 货管组 抽水机 1台 3#雨棚 潘超 15863093801 

52 货管组 沙袋 
400

（袋） 
8-103 徐奎国 82987190 

53 货管组 灭火器 
27

（个） 
货区、室内 徐奎国 82987190 

54 货管组 铁丝 2(捆） 1号库西 B箱 徐奎国 82987190 

55 货管组 编织袋 
200

（条） 
1号库西 B箱 徐奎国 82987190 

56 货管组 篷布 
11

（块） 
1号库西 B箱 徐奎国 82987190 

57 货管组 大绳 
4

（捆） 
1号库西 B箱 徐奎国 82987190 

 

公司外部应急联动单位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表 4 

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于晓15092278810 

序号 应急设施 数量 位置 备注 

1 室外消火栓 85个 QQCTN辖区  

2 室内消火栓 74个 QQCTN综合楼  

3 移动式灭火器 1342个 QQCTN辖区 推车式、手提式 

4 消防水池 1处 综合楼地下一层 450m³ 

5 消防泵房 1处 综合楼 水 

名称 数量 单位 保管部门 位置 使用情况 

安全帽 75 顶 各部门 个人 正常 

带闪光条工作

服 
75 套 各部门 个人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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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于晓15092278810 

安全鞋 75 双 各部门 个人 正常 

安全带 20 套 各部门 各部门 正常 

救生衣 14 件 工程技术部 
桥吊海侧及平

台 
正常 

名称 单位 数量 功能用途 存放地点 
责任人/联系电

话 

1.2米×6米防

滑草垫 
公斤 6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滑蔴绳 公斤 5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镀锌铁丝 把 9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方铁锨 把 2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尖扁型钢镐 把 15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竹把大扫帚 把 6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长把小扫帚 辆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小推车 条 50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编织袋 卷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扎袋绳 块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帆布篷布 包 5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融雪剂 包 5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滑砂 吧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铁锤 只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手钩 根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撬棍 个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推雪板 公斤 6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应急灯 个 20 应急管理 各部门  

手电筒 个 若干 应急管理 各部门  

救生衣 个 14 人员防护 
桥吊海侧、 

平台 
 

吸油纸 捆 10 环境污染 M01 
于晓

\15092278810 

TK868G台式对

讲机 
部 2 应急管理 IT部 

李波

/1396481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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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于晓15092278810 

GM950I台式对

讲机 
部 2 应急管理 IT部 

李波

/13964811909 

TC780M（海

上）台式对讲

机 

部 2 应急管理 操作部控制室 各部门 

TK378G手持对

讲机 
部 20 应急管理 各部门 各部门 

IC-V80E（海

上）手持对讲

机 

部 20 应急管理 各部门 各部门 

TC585U手持对

讲机 
部 20 应急管理 各部门 各部门 

3M护目镜 副 2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3M防毒面罩 个 2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危废收集桶 个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消防水带 套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消防钩子 个  4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消防扳手 把  4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开花喷头 个  6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直流喷头 个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分水阀 个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化靴 双 6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化手套 双 1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消防服 套  3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消防防化服 套  3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自给式呼吸器 个 7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纯碱 袋 50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蛭石 袋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吸油纸 捆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爆对讲机 个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爆对讲机 个 2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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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应急物资清单，联系人于晓15092278810 

\15092278810 

巡更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手持式安检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防爆手电 块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强光工作灯 个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移动洗眼器 套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热土静电释放

报警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固定式红外线

测温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旋转式红外线

测温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火灾报警控制

器（联动型）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数字红外主动

入侵探测器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固定式有毒、易

燃气体报警器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便携式易燃、有

毒气体检测仪 
部 1 应急管理 M01 

于晓

\15092278810 

 
 

外部可依托专业救援单位应急能力: 

周边单位 装备名称 数量 联系电话 
备注 

消防六中队 

（相距 200 米） 

测温仪 1 套 

119 消防队员 12 名， 

正压式消防空气

呼吸器 
1 套/每人 

战斗服 1 套/每人 

轻型防化服 2 套 

重型防化服 1 套 

消防车 2 部 

五十铃抢险救援

车 
1 部 

消防五中队 

（相距 5000 米） 

有毒气体探测仪 1 套 

82988929 消防队员 35 名 
可燃气体探测仪 1 套 

热像仪 1 套 

测温仪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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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式消防空气

呼吸器 
1 套/每人 

战斗服 1 套/每人 

轻型防化服 12 套 

重型防化服 4 套 

消防车 6 部 

德国奔驰消防车 2 辆，每辆

可装载消防水 5t、泡沫灭火

剂 2t；五十铃消防车 1 辆，

可装载水 9t，泡沫 3t。斯太

尔消防车 1 辆，可装载消防

水 10t。北方奔驰高喷消防

车 1 辆，可装载消防水 5t。

五十铃抢险救援车 1 辆 

轮驳公司 拖消两用船 3 艘 83263186 
青港拖 8、青港拖 23、青港

拖 27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

心医院 

专职医生、救援人

员 
1012 人 

86895767  

床位 620 张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西海岸院区 

专职医生、救援人

员 
1800 人 

82919119  

床位 1800 张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

医医院 

专职医生、救援人

员 
1027 人 

86858887/86868333  

床位 678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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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周边单位应急联动协议 

（1）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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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岛前湾西港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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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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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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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与 QQCTUA 的安全生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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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附图 

（1）公司平面布置图 

 

  



75 

（2）应急救援及紧急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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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周边企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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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周边可能事故影响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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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周边应急救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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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区域消防力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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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应急物资装备分布布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