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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天码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方案 

一、演练目的 

为检验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东渡港区水域污染专项应急预案》、

《危险货物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港口设施保安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有效性，锻

炼应急队伍，强化与海上清污应急单位的联动，保持和提升公司防范、处置突发

环境事件的能力及反恐综合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二、模拟场景 

2022 年 6月 9 日 15时 30分，模拟靠泊海天码头 12#泊位的“海邦达 338”

轮，在卸船作业前箱况检查时发现某个 3类危货箱门处液体滴漏，疑似危货泄漏，

工班发现后立即上报；因船方无处置能力，经船方请求，我司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对泄漏集装箱进行堵漏，并采用应急处置容器转运，为防止处置过程污染海域，

通知通海公司联动应急处置。模拟事件级别为Ⅱ级，属码头级别小规模污染事件。 

1、 泄漏物：3类危险货物（不饱和聚酯树脂） 

2、 泄漏地点：12号泊位“海邦达 338”轮 

3、 气  象：东北风 2-3级 

4、 水  纹：涨潮（高潮 16 时 00分，低潮 23时 00分），浪高 0.2米 

三、应急演练物资 

序号 设备/器材 单位 数量 存放位置 演练保障 演练使用 

码头前沿所用物资由海天分公司准备，如下： 

1 分散剂喷洒机 台 2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2 油污分散剂 桶 2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3 洒水车 辆 1 桥吊车间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4 水桶/200L 个 1 楼宇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5 吸油毡 袋 1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6 防化服 套 3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7 呼吸器 3M 套 3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8 手套 双 30 小轮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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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警示锥 只 60 安监室 码头警戒组 码头警戒组 

10 救生衣 件 15 机材仓库 码头清污组 码头清污组 

11 皮卡车 辆 5 各部门 各组自备 各应急小组 

12 干粉灭火器 具 6 消防物资仓库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13 对讲机 台 10 安保部 各组自备 码头清污组 

14 应急处置容器 台 1 前沿 12#泊位 码头保障组 码头清污组 

海上清污物资由通海船务准备，如下： 

1 海上清污船 艘 2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2 围油栏 米 200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3 收油机 台 1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4 卸载泵 套 1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5 活动储存装置 套 1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6 化油剂喷洒机 套 1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7 油污分散剂 桶 10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8 吸油毡 袋 5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9 劳动保护用品 批 1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10 其他   随船  通海自备、使用 

四、组织机构 

按照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东渡港区水域污染专项应急预案》、

《危险货物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应急组织机构分两个层级，为码头应急指挥中

心和现场指挥部，组成如下： 

1、码头应急指挥中心 

总 指 挥：王勇生 

副总指挥：周宝山（演练时代行总指挥职责）、廖智强（通海指挥员） 

成    员：郑宇鹏、吴一岩、曾庆伟、王方勇、洪亮 

指挥岗位顶替顺序，总指挥不在公司时，由公司分管环保的副总指挥接替总

指挥职责。 

2、现场指挥部 

值班经理：何洋洋（为码头公司现场指挥，负责岸上部分的应急指挥，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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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指挥员的沟通配合，与码头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接收和反馈） 

（1）海上清污组：廖智强（兼任组长），清污 1号船、清污 2 号船 

（2）码头清污组：周宁（组长），陈炎生、蔡克钢、林昌武，消控巡逻车、

通勤车 1辆 

（2）污染处置组：廖智强（兼任组长），清污 1号船、清污 2 号船 

（3）码头保障组：洪亮（组长），陈晔、郑伟彬、王杰，抢修组皮卡车；李

咏青，洒水车 1辆、水桶 1个 

（4）码头警戒组：盛华江(组长)，康俊特、程品洁、王晓东，通勤车 1辆 

（5）取证记录组：林福建（组长），王颖，消控巡逻车提前送达 

五、演练步骤 

1、演练点验 15:30 

副总指挥（周宝山）：现在开始点验。值班经理、海上清污组，码头清污组、

保障组、警戒组、记录组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到位 

海上清污组（廖智强）：通海指挥员到位，清污船 1号、清污船 2号到位 

码头清污组（周宁）：码头清污组到位 

码头保障组（洪亮）：码头保障组到位 

码头警戒组（盛华江）：码头警戒组到位 

码头记录组（林福建）：码头记录组到位 

副总指挥（周宝山）：报告总指挥，2022 海天码头防治船舶污染应急演练，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请指示 

总 指 挥（王勇生）：演练总指挥收到，请按计划开始演练 

副总指挥（周宝山）：副总指挥收到 

2、演练开始（T）15:30—15:35 

（1）场景：发现溢油：15:30—15:35 

【15 时 30 分，海天码头 12#泊位“海邦达 338”轮靠泊期间，工人发现一

个 3类危险货物箱疑似泄漏，立即撤离的同时电话报告值班经理】 

工人：值班经理，12#泊位“海邦达 338”轮作业前箱况检查，发现一个 3

类危险货物箱箱门处湿润，有滴漏现象，疑似危货泄漏，箱号：TCLU 143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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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立即前往现场。 

值班经理告知船方疑似危货泄漏事件，要求船方处置；船方应急处置能力不

足，在报请港口局、海事局后，向值班经理请求码头方协助进行应急处理。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调度，15 时 30 分，12#泊位“海邦达 338”轮一

个 3类危险货物箱发生泄漏，箱号为：TCLU 1434482，箱内液体从箱门处滴漏，

请查明箱内货物种类。 

值班调度（吴志荣）：值班调度收到。 

值班调度（吴志荣）：报告值班经理，经查阅，箱号 TCLU 1434482 内货物为

不饱和聚酯树脂，3类危险货物，无毒易燃液体。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2）场景：事故上报：15:35—15:36 

【值班经理向码头应急办主任（安保部经理）报告泄漏事故，应急办主任向

副总指挥报告，经请示总指挥后，启动防治船舶污染二级响应；应急中心指令值

班经理实施现场处置，指令应急办联动通海船务，向海事局、港口局、环境局等

单位报告】 

值班经理（何洋洋）：应急办，15时 30 分，接现场工人报告，12#泊位“海

邦达 338”轮一个 3 类危险货物箱箱门处发现滴漏，箱号 TCLU 1434482，经系统

查询，箱内为不饱和聚酯树脂，为无毒易燃液体，船方向我司请求应急救助。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办收到，请通知船方向港口管理部门、海事部门、

环境管理部门报告，现场严禁烟火，对应泊位设置警戒，防止人员进入。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码头应急办向应急中心报告溢油事故】15:36—15:38 

应急办（王方勇）：报告副总指挥，12#泊位“海邦达 338”轮一个 3类危险

货物箱箱门处发现滴漏，箱号 TCLU 1434482，经系统查询，箱内为不饱和聚酯

树脂，为无毒易燃液体，船方向我司请求应急救助。已通知值班经理现场警戒、

禁止烟火，请求启动公司防治船舶污染应急二级响应。 

副总指挥（周宝山）：副总指挥收到。经请示总指挥，同意启动二级响应，

请按照防治船舶污染专项预案和装卸作业危货污染专项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

置；同时，为防止污染物流入海域，请立即联系通海船务前来支援；并按程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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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管理部门、海事部门、环境管理部门报告情况。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办收到。 

【启动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东渡港区水域污染专项应急预案》、

《危险货物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二级响应，开展应急处置】15:38—15:39 

应急办（王方勇）：通海公司，海天码头 12#泊位的“海邦达 338”轮出现危

险品泄漏，我司已启动应急响应，请你司迅速赶来，协助应急处置。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通海收到，我司马上启动预案，立即调派清污力量

赶往现场。 

应急办（王方勇）：值班经理，公司已启动二级响应，应急办已通知通海船

务给予支援，请你立即暂停 12 号泊位周边作业，安排人员在“海邦达 338”轮

对应泊位进行警戒，迅速集合码头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注意与通海船务

支援人员的联系、配合；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现场工班，请暂停 12号泊位及溢油船舶周边作业，现

场设立警戒，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工班指导员（李忠兴）：工班收到，已暂停现场作业并初步设立警戒。 

值班经理（何洋洋）：码头清污组、码头保障组、码头警戒组、码头记录组，

12#泊位“海邦达 338”轮一个 3类危险货物箱发生泄漏，请各组人员迅速集结，

立即赶往 12#泊位前沿；请保障组将应急物资（防护服 1套、呼吸器及堵漏棉、

喷洒装置两台、化油剂 2桶、吸油毡 1包）运送至现场，请警戒组到达现场后在

船头、船尾和船中对应位置设立警戒，清污组做好清污准备，记录组做好取证；

请值班调度调配应急处置箱到 3号桥吊作业通道，各组注意队员自身安全。 

码头清污组（周宁）：码头清污组收到。 

码头保障组（洪亮）：码头保障组收到。 

码头警戒组（盛华江）：码头警戒组收到。 

码头记录组（林福建）：码头记录组收到。 

值班调度（吴志荣）：值班调度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通海公司，请告知你司清污船舶情况。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通海收到，我司清污船 1 号、清污船 2 号正赶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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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预计 10分钟后到达海天码头 12号泊位前沿水域。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应急办主任向港口管理局、东渡海事局、生态环境局报告】15:39—15:40 

应急办（王方勇）：港口管理局、东渡海事局、湖里区生态环境局，我是海

天码头；15 时 30 分，我码头 12#泊位“海邦达 338”轮一个 3 类危险货物箱发

生滴漏，箱内为 3类易燃液体不饱和聚酯树脂，泄漏量预估 5升左右，属小量泄

漏，现场已开展防污应急处置，无人员受伤。我司已启动防治船舶和危货污染应

急预案，请指示。 

港口管理局、海事局、生态环境局：请控制泄漏，防止污染扩大，按照你司

预案实施处置。 

（3）场景：初期处置 15:40—15:55 

【通海公司清污船到达现场，码头各应急组携物资到达现场，海上布设围油

栏，岸上设立警戒、铺设吸油毡、摆放应急物资】 

码头清污组（周宁）：值班经理，码头清污组已到达现场。 

码头保障组（洪亮）：值班经理，码头保障组已携带防护服、空气呼吸器、

吸油毡、化油剂（化油剂 1桶，洒水车+水桶 1个）、喷洒装置 2台到达现场。 

码头警戒组（盛华江）：值班经理，码头警戒组已达到现场。 

码头记录组（林福建）：值班经理，码头记录组已到达现场。 

值班调度（吴志荣）：值班经理，应急处置箱已调配至前沿装卸区。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值班经理，我司清污 1 号、清污 2 号船已达到海天

码头 12 号泊位水域。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请警戒组在船头、船尾和应急救援区

域设置警戒，疏散无关人员，控制周边及救援区，不得出现明火，严防无关人员

进入救援区，引导周边车辆有序通行，防止拥堵；安排人员立即到船边瞭望，观

察是否有泄漏物滴漏入海，及时报告。 

码头警戒组（盛华江）：码头警戒组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通海指挥员，请安排清污船舶从水流下方布设围油栏，

将海邦达 338轮围蔽在围油栏内，防止污染物溢流。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通海收到。请清污 1 号从水流下方向上方，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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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 338”轮布设围油栏，防止转移时泄漏物飘散。请清污 2号协助布放围油栏，

并观察海面情况，防治污染物溢流。 

清污 1 号船：清污 1号收到，立即执行。 

清污 2 号船：清污 2号收到，立即执行。 

值班经理（何洋洋）：请码头清污组安排人员穿着全套防化服上船堵漏，将

吸油毡垫塞在箱门滴漏处；在泄漏箱卸船关路下预先铺设吸油毡；将吸附油毡放

置在泊位前沿，将化油剂抬至码头前沿，连接好喷洒装置，准备实施清污。 

码头清污组（周宁）：码头清污组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请码头保障组配合清污组做好物资、设备保障。 

码头保障组（洪亮）：码头保障组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请码头记录组做好现场救援过程的录像和拍照，做好

泄漏物污染及清理情况的取证。 

码头记录组（林福建）：码头记录组收到。 

（4）场景：现场处置 15:55—16:05 

【现场指挥部向应急中心汇报初期处置情况，应急中心指挥清污准备行动】 

值班经理（何洋洋）：应急中心，我司与通海相关应急人员、物资、清污船

已经到位，已安排泄漏集装箱堵漏，安排通海清污船已布设围油栏，请指示。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中心收到；值班经理，请密切关注围油栏布设情况，

按照预案，做好堵漏和泄漏集装箱卸船至应急处置箱，与通海做好配合。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清污 1号完成围油栏布设，清污 1号系拖围油栏，保持位置；清污 2号现

场待命；船上堵漏完成，泄漏箱卸船关路下吸油毡布设完成，应急处置箱到位，

准备卸船。】 

清污 1 号：应急中心，清污 1 号已完成围油栏布设，“海邦达 338”轮已被

控制在围油栏内，请指示。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应急中心收到。清污 1 号，请你船系拖围油栏，保

持位置，并注意观察是否有泄漏物溢出围油栏，随时做好用吸油毡吸附溢出围油

栏的泄漏物的准备。 

清污 1 号：清污 1号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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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指挥员（廖智强）：清污 2 号，请你船备好吸油毡、化油剂、抽油机、

喷洒装置等在水流下方船体周边待命。 

清污 2 号：清污 2号收到，清污装备已准备就绪。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应急中心收到。 

码头清污组（周宁）：报告值班经理，船上泄漏箱箱门已完成吸油毡垫塞，

无继续泄漏迹象；卸船关路下吸油毡已铺设完成。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现场工班，请安排指挥 3 号桥吊卸船，将泄漏箱调入

应急处置箱内，并将应急处置箱运载至 U10 场，由安保部通知货主进一步处置。 

工班指导员（李忠兴）：工班收到。 

【操作部桥吊司机将泄漏箱子转移至应急处置容器内，转移时有发现液体滴

漏，部分在卸船时滴漏入海，部分滴漏在关路下预先铺设的吸油毡上，需实施海

域清污处置】 

工班指导员（李忠兴）：报告值班经理，泄漏箱已吊装至应急处置箱内，现

安排引导至 U10场，卸船时发现液体滴漏，部分滴漏入海，部分滴漏在关路下预

先铺设的吸油毡上。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请安排引导车，将运载应急处置箱的

拖车引导至 U10场，注意引导车辆按危货运输专门线路行驶，限速 15km/小时。 

工班指导员（李忠兴）：工班收到。 

值班经理：清污组，通海指挥员，海邦达 338轮上的泄漏箱已成功转移至处

置容器，转移过程中出现泄漏物滴漏，少量滴漏入海，少量滴漏在关路下的吸油

毡上，请同时开始海上和陆上清污，向海面抛吸油毡吸附污染物。 

码头清污组（周宁）：码头清污组收到。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通海收到。清污 2号，请向海面抛掷吸油毡。 

清污 2 号：清污 2号收到，我船已开始实施清理。 

【清污 2号、码头清污组抛掷吸油毡】 

清污 2 号：报告应急中心，通过吸油毡已将船边水面漂浮的污染物清理完毕，

零星污染物需要用化油剂处理，请指示。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应急中心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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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指挥员（廖智强）：报告副总指挥，污染物已经大部分清理，零星污染

物要用化油剂处理，请指示。 

副总指挥（周宝山）：副总指挥收到。 

副总指挥（周宝山）：应急办，请向海事部门报告我司清污情况，并申请使

用一定量的化油剂处理零星污染物。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办收到，已将应急处置情况报告海事局，经申请，

海事局同意使用小量化油剂。 

副总指挥（周宝山）：副总指挥收到。 

（5）场景：结束处理阶段 16:05—16:15 

【应急中心指示现场指挥部，使用小量化油剂处理零星污染物，并打捞回收

吸油毡。】 

应急办（王方勇）：值班经理，经报请海事部门同意，现场零星污染物可以

使用化油剂处理，请安排码头清污组、海上清污组小量喷洒化油剂，清理完成后

打捞全部吸油毡。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码头清污组、通海指挥员，请从码头前沿、清污船上

向围油栏内喷洒小量化油剂，处理零星污染物。 

码头清污组（周宁）：清污组收到。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清污船收到。 

【清污船 2号、码头清污组喷洒化油剂，喷洒完毕后，由清污 2号打捞吸油

毡，码头清污组收集前沿吸油毡。】 

清污船 2号：报告应急中心，海面零星污染物已清理干净，吸油毡已全部打

捞完毕，请指示。 

通海指挥员（廖智强）：应急中心收到，清污 2 号，请妥善存储打捞的吸油

毡，交由专业公司实施进一步处理，防止环境污染。 

清污 2 号：清污 2号收到。 

码头清污组（周宁）：报告值班经理，海面零星污染物已清理干净，海上吸

油毡已由清污船全部打捞完毕；关路下吸油毡已全部回收，交由清污船集中处置。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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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经理（何洋洋）：报告应急中心，前沿海面零星污染物已清理干净，吸

油毡已由清污船全部打捞完毕，泄漏箱已转移至 U10堆场等待货主进一步处理，

现场应急处置完毕，请指示。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中心收到，请妥善存储收集的吸油毡，交由专业公

司实施进一步处理，防止环境污染；请安排再次排查现场是否遗留隐患。 

值班经理（何洋洋）：值班经理收到。 

值班经理（何洋洋）：报告应急中心，经现场排查，船载待卸集装箱箱况正

常，无遗留隐患。 

应急办（王方勇）：应急中心收到。 

五、演习结束 16:15—16:20 

【副总指挥向总指挥报告，并指令应急办向海事部门、港口管理部门、生态

环境管理部门报告，污染已全部妥善清理，由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集合参演人

员开展演练总结】 

应急办（王方勇）：报告副总指挥，模拟泄漏集装箱的堵漏、吊装、清污演

练均已完成，是否结束演练，请指示。 

副总指挥（周宝山）：副总指挥收到。同意结束演练，请参演人员回收应急

物资，做好现场清理，恢复码头正常运作，有序离场；请各参演人员到 1号候工

室集合，进行演练总结。 

【参演人员到 1号候工室外列队，进行演练总结】 

六、演练注意事项 

1、随时注意风向变化，保持人员及车辆在泄漏源的上风或侧风方向； 

2、加强与船方的联络，配合清污行动 

3、注意控制对船消防水量，严防油品溢流入海； 

4、注意观察船舶情况，如有起火爆炸迹象应及时撤离危险区； 

5、消控室操作员应做好事故记录及现场应急的监控录像； 

6、假设事故有扩大的趋势，需要增加应急救援物资、器材时，现场总指挥

可以要求启动联防体从海沧港区调运相关设备进行支援；同时也可以向海事部门

求助，利用海事部门的专业防污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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